
 
 

 

請即發佈︰ 

第 12 屆亞洲金融論壇隆重揭幕 
逾百位財金官員、商界翹楚剖析經濟熱話  共建可持續與共融未來 

2019 年 1 月 14 日 –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第 12 屆亞洲金融論

壇，今日起一連兩天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今屆論壇主題為「共建可持續與共融的未

來」，邀請到超過 130位環球財金界舉足輕重的官員、商界領袖、金融翹楚及投資者匯聚香港，全方位

剖析最新環球經濟局勢，讓業界在新一年及早作出部署，搶佔先機，迎接挑戰。論壇同時探討各式各

樣的創新及金融科技議題，鼓勵業界充分掌握科技及金融行業所帶來的機遇，共同建立可持續與共融

發展的目標。 

羅康瑞︰今年經濟充滿挑戰與轉變 
香港貿發局主席羅康瑞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論壇開幕典禮。羅康瑞致辭時提到

環球經濟面對的種種挑戰，包括中美貿易談判未見明朗、持續的保護主義，以及民粹主義和地緣政治

緊張局勢。他亦提到環球市場正面對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如人口老化和移民潮的影響、氣候變化帶

來的破壞，以及具顛覆性新技術的誕生等。 

他指出：「世界需要新的方式來刺激增長和發展，要達致這個目標，大家必須在共同的願景下同心協

力。 五年前，由中國內地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便提供一個連接和創造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框架，

推動全球發展。」他補充：「在全球面對重重挑戰時，更能凸顯亞洲金融論壇這類活動的重要，因為

論壇讓我們可分享面對的挑戰，討論解決方案，並透過共同努力尋找更清晰的發展路向。」 

共建可持續與共融的未來 
論壇先由主題演講揭開討論序幕，題目圍繞今屆大會主題「共建可持續與共融的未來: 機遇與挑戰」。

主題演講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主持，請來愛爾蘭財政部國務部長麥克

爾．達西(Michael D’Arcy)、盧森堡財政部長皮埃爾‧格拉美亞 (Pierre Gramegna)、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行長、董事會主席金立群、馬來西亞財政部長林冠英(Lim Guan Eng)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

主席王兆星，探討在環球不同機遇和挑戰下，如何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提升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共融

性，建立更美好未來。 

緊接的討論環節以「掌握 2019 年的環球金融風險和機遇」為題，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余偉文主

持，聯同德意志聯邦銀行執行委員會委員(Burkhard Balz)、法國中央銀行第一副行長薄丹尼(Dennis 
Beau) 、迪拜金融服務局主席賽義卜‧艾格納 (Saeb Eigner)及俄羅斯中央銀行第一副行長什韋佐夫 
(Sergey Shvetsov)，就環球市場及金融政策不同熱門議題，包括顯著的市場波動、貨幣政策正常化、英

國脫歐和歐盟的財政紀律問題，以及綠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發展，發表真知灼見。 

 



 
 

 

世銀前行長佐利克  分析中美貿易及環球經濟發展 
論壇專題午餐會往往備受矚目，首天專題午餐會演講嘉賓為經濟外交出身、世界銀行前行長羅拔‧佐

利克 (Robert Zoellick)，近月中美貿易關係成為環球焦點，在午餐會上他分享對最新中美貿易關係的見解，

並分析當前全球經濟趨勢及長期前景，以及解構金融界如何面對創新等議題。   

新設四場專題環節  討論新經濟投資及金融創新等議題 
至於下午新增的四場專題討論環節，「環球新經濟投資」環節邀請 Easa Saleh Al Gurg Group LLC董事總經

理拉賈‧伊薩‧古爾格 (Raja Easa Al Gurg)、羅兵咸永道亞太及大中華區主席趙柏基、安盛集團董事會非

執行董事長德尼‧杜威 (Denis Duverne)、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行政總裁范寧 (John Flint)、三菱 UFJ 金

融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平野信行 (Nobuyuki Hirano)及蘇黎世保險集團董事長李銘思 (Michel M. Liès)，講

述在初創企業急速發展的新經濟及以技術為基礎的企業共同發展下，不斷變化的金融格局所面對的投

資風險與機遇。「金融創新」環節請來 Digital Asset 業務發展總監徹馳 (Chris Church)、印尼 Mandiri Capital
行政總裁 Eddi Danusaputro、點融董事長兼創始人蘇海德(Soul Htite)、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集團首席數

碼總監岩瀬大輔 (Daisuke Iwase)及 TNG 金融科技集團創始人兼主席江慶恩，針對討論金融科技趨勢及監

管問題。 

「初創企業和創業精神」專題討論環節邀請極飛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兼副總裁龔檟欽博士、啓明

創投主管合夥人梁穎宇、OurCrowd Ltd.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喬恩‧米維德及小 i機器人創始人兼董事長袁

輝等嘉賓，剖析環球以至中國初創生態系統，同時就「保障投資的最佳實踐方式」分享他們的見解。

「『一帶一路』下的風險管理」環節則請來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大中華暨北亞區企業融資部主管董

事總經理 Peter Burnet 及瑞士再保險亞洲區總裁及集團執行委員會委員彭凱彤 (Jayne Plunkett)等嘉賓，闡

述「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的風險管理、保險與項目融資之間的關連。 

中國內地作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財金和經濟政策舉足輕重。在緊接著的對話環節，由中文大學藍

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主持，聯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屠光紹，以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就中國內地未來經濟及投資發展作深入對話。 

明天設有多場「創新對話」工作坊 探討金融科技  
明天論壇繼續有多項精彩活動，由香港金融發展局贊助的專題早餐會將探討香港在多變國際貿易格局

下的角色。上屆新增的「創新對話」(InnoTalks) 環節在論壇第二天載譽重來，探討一系列與金融界息息

相關的科技議題，包括金融監管科技及保險科技、大灣區金融發展、金融創新文化轉型、金融科技如

何支持中小企業、區塊鏈與網絡安全，以及科技在資產管理的運用等。 

明天的專題午餐會請來 April Worldwide 創始人、顧問及投資人兼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共享經濟工

作組組長艾普‧雲妮 (April Rinne)，講解共享經濟的最新發展，業界如何發揮共享經濟的力量，提升競

爭力和成本效益，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金融環境。 

 



 
 

 

新增設金融科技專區  深受與會者歡迎 
今屆論壇特別新增「金融科技專區」(FinTech Showcase)，讓一眾國際級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即場向業界

展示旗下創新應用方案，深受與會者歡迎，展商包括 AlphaPoint、滙豐銀行、三菱 UFJ 金融集團、日本

電氣香港有限公司(NEC)、Prime Trust、羅兵咸永道、TNG 金融科技集團，以及來自中國內地的第四範式、

北京曠視科技、數聯銘品、中金支付及宇信科技等，範疇涵蓋人工智能、區塊鏈、網絡安全、大數據、

金融科技及支付科技等，希望業界充分利用新科技，加強競爭力，提升營運效益。 

AFF Deal Flow 環球投資項目對接會  扶持初創發展 
今年大會再次與香港創業及私募投資協會合辦 AFF Deal Flow 環球投資項目對接會，為項目持有人及投

資者提供一對一的配對服務，其中涉及超過 500 個投資項目，涵蓋的行業包括生產及環保科技、金融

科技、數碼科技、醫療科技、基建及房地產、教育、環保及能源及農業等，預期將會安排超過 700 場

一對一投資項目對接會。上屆新增、專為初創企業聯繫國際投資者及潛在夥伴的 InnoVenture Salon 專

區規模增加近一倍，透過「初創專區」、「爐邊談話」、「初創項目介紹區」、「創業診所」及 「與

投資者會面」 等一系列專家啟導及能力建構活動，全方位支援初創企業發展。 

羅兵咸永道亦連續第四年擔任論壇的知識夥伴，並在現場設有 PwC Knowledge Café 及展位，圍繞「塑造

數位化未來」的主題，特別介紹在網路安全、金融科技以及轉型方面的八項科技服務，亦包括「粵港

澳大灣區洞察和機遇」展區及「智力加油站」咖啡吧。展位設置一個名為「智創城市」的 AR城市版圖

互動遊戲。這個互動遊戲的內容包括一些新興科技，例如無人機、機器人、擴增實境以及區塊鏈等。  

亞洲金融論壇網站：http://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tc  
國際金融周網站︰http://www.internationalfinancialweek.com/index_tc.html 

圖片下載：https://bit.ly/2ST8MjI 

 

第 12 屆亞洲金融論壇今早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揭幕，今

屆論壇主題為「共建可持續與共融的未來」，邀請到超過 130 
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嘉賓，全方位剖析最新環球經濟局勢，發

掘不同的新機遇，同時探討連串創新及金融科技議題。 
 

http://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tc
http://www.internationalfinancialweek.com/index_tc.html
https://bit.ly/2ST8MjI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開幕禮上致開幕辭。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 
羅康瑞 

世界銀行前行長羅拔‧佐利克  愛爾蘭財政部國務部長麥克

爾．達西 

   
馬來西亞財政部長林冠英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及

董事會主席金立群 
三菱 UFJ金融集團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平野信行 

 

羅兵咸永道連續第四年成為論壇的知識夥伴，並在現場設有

PwC Knowledge Café 及展位，為與會者帶來獨特數碼科技。 
 
 



 
 

 

 

今屆論壇特別新增「金融科技專區」(FinTech Showcase)，讓一

眾國際級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即場向業界展示旗下創新應用方

案。 

傳媒查詢︰ 
新聞界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貿發局傳訊及公共事務部： 
吳兆倫      電話：(852) 2584 4357           電郵：sunny.sl.ng@hktdc.org 
何森源           電話：(852) 2584 4569            電郵：sam.sy.ho@hktdc.org  
 

香港貿發局新聞中心︰http://mediaroom.hktdc.com/tc 

香港貿易發展局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成立於 1966 年，是致力為香港商界創造機遇的法定機構，在世界各地

設有 50 個辦事處，其中 13 個在中國內地，推廣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地、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營商平

台。香港貿發局與商界同行逾 50 載，通過舉辦國際展覽會和會議，以及商貿考察團，協助企業尤其是

中小企業拓展內地及環球市場。此外，香港貿發局透過產品雜誌、研究報告，以及包括新聞中心在內

的 數 碼 平 台 ， 發 佈 最 新 的 市 場 和 產 品 資 訊 。 有 關 香 港 貿 發 局 的 其 他 資 訊 ， 請 瀏 覽

www.hktdc.com/aboutus/tc 。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發局時尚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港

貿發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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