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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與 SuperCharger
公布 2018 年度香港金融科技加速器最後十強
人工智能技術最受歡迎 監管科技受追捧

2018 年 1 月 30 日，香港 ─ 渣打銀行和已進駐香港和馬來西亞的亞洲頂尖金融科技加速
器 SuperCharger 公布 2018 年度香港金融科技加速器的最 後 十強 。活動舉辦至第三屆，
共收到來自 43 個國家的 277 份申請，是歷年來最多，反映香港具吸引金融科技企業前來
設立總部的魅力。在眾多申請中，人工智能是最受歡迎的科技類別，監管科技緊隨其後。
大部分入圍企業均是業務成熟且具盈利基礎，並有計劃在亞洲擴展業務。作為
SuperCharger 開展以來一直的主要合作夥伴，渣打銀行歡迎新一屆企業的參與。作為一
間服務以人為本的銀行，渣打期待能夠深討這些企業開發的金融科技方案，提升銀行服務
至更高層次。
渣打香港資訊科技總監洪滿霜表示：「我們與 SuperCharger 的合作在過去兩年取得空先
成功。我們豐富的銀行業經驗加上金融科技企業的創新意念，將會為渣打提供更多機會，
以嶄新科技和服務支持客戶。我們很高興成為計劃的主要合作夥伴，並期待與頂尖的入圍
企業合作。」
SuperCharger 將本地和全球的人才與金融機構聯繫起來，以豐富香港的創新發展進程。
本港當局亦一直積極推動香港轉型為智慧銀行，致力把香港打造成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投
資推廣署作為香港金融科技主要推動力之一，協助眾多金融科技企業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並舉辦重要的企業活動，例如即將舉行的 2018 StartmeupHK 創業節及每年一度的香港金
融科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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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署金融科技主管夏多希表示：「SuperCharger 計劃是香港金融科技自然生態的
完美例子。在公私型機構協力支持下，入圍企業有機會在一個非常有利於擴展的環境中大
展拳腳。」
SuperCharger 創辦人 Janos Barberis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於推動地區金融科技發展
進程上出一分力。感謝團隊的共同努力和渣打銀行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第三屆入圍企業
是一個理想的組合，既能夠為零售銀行客戶帶來直接的好處，同時又能夠支持香港智慧銀
行的長遠發展。」
SuperCharger 3.0 香港 2018 入圍企業包括 (依字母順序排序)：
1. AIZEN (南韓) – 人工智能信貸管理方案
2. cyberProductivity (波蘭) – 中小企人工智能會計方案
3. Enforcd (英國) – 智能監管 (監管科技)
4. Exate Technology (英國) – 數據隱私管理 (監管科技)
5. FundPark (香港) – 中小企貿易融資
6. gini (香港) – 個人財務管理
7. Investment Navigator (瑞士) – 理財顧問
8. Know Your Customer (愛爾蘭) –客戶開戶程序審批
9. Mindbridge AI (加拿大) – 人工智能財務審計方案
10. vPhrase (印度) – 數據分析

有關入圍企業之詳情，敬請參閱第4至5頁之附件。
入圍企業將會參與為期 12 星期的活動，在此期間，他們將獲得有關市場發展、職責和投
資機會等範疇的專業意見，同時亦有機會與渣打銀行探討合作機會。計劃亦同時充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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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aker & McKenzie、Arbor Ventures、投資推廣署、亞馬遜網絡服務系統、微軟及
Temenos 等 SuperCharger 的合作夥伴網絡的優勢。
2018 年度的計劃將會於 2018 年 3 月 19 日正式啟動，並以 6 月的體驗日作為總結。詳情
可參閱 www.fintechsupercharger.com 或電郵至 hello@fintechsupercharger.com.
-完傳媒聯絡查詢：
渣打銀行
葉龍波
香港公共事務處
Daniel.Ip@sc.com
+852 2820 3871
SuperCharger Limited
鍾國滔
項目經理
brandon@fintech.hk
+852 9168 9102
渣打銀行
渣打是一個具領導地位的國際銀行集團，於全球增長最迅速的市場擁有超過 80,000 名員工及擁有
逾 150 年歷史，我們大約 90%的收入及溢利來自亞洲、非洲及中東地區，並為這些地區促進投資、
貿易及創造財富的客人及企業服務。集團多年來的歷史及一直堅守的信念展現於我們的品牌承諾
「一心做好，始終如一」。
渣打集團在倫敦證交所、香港證交所，以及印度的孟買及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請 瀏 覽 www.sc.com 了 解 更 多 詳 情 。 想 聽 取 我 們 的 分 析 及 見 解 ， 請 瀏 覽 我 們 的 網 誌
BeyondBorders。歡迎加入 Twitter, LinkedIn 及 Facebook 取得最新消息。

SuperCharger Fintech Accelerator
Leveraging on Hong Kong's traditional strength as Asia's finance and technology gateway,
SuperCharger is a 12-week Fintech Accelerator Program backed by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mong others. In its previous batch, SuperCharger received over 200 applications from more
than 30 countries globally, and selected 8 Finalists. The companies typically range from earlystage to late-stage growth Fintechs and the program alumni have since raised over US$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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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 combined. The startups are enriched by the support and mentorship of more than 150
individuals, including VCs, industry exper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ocal entrepreneurs.
SuperCharger’s finalists and alumni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fina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uperCharger and its initiatives, please visit
www.fintechsupercharger.com, or contact hello@fintechsupercharger.com.

附件

SuperCharger 3.0 之入圍企業包括：



AIZEN (南韓) – 人工智能信貸管理方案
AIZEN 所研發的人工智能信貸週期控制模型，可幫助銀行透過單一平台監測、預測
和控制不同貸款組合。



cyberProductivity (波蘭) – 中小企人工智能會計方案
cyberProductivity 透過即時會計數據分析，幫助銀行為客戶提供更合適的財務產品。
虛擬 CFO 技術更可幫助銀行的中小企客戶，更快捷及有效地管理財務。



Enforcd (英國) – 智能監管 (監管科技)
Enforcd 是一個全球監管資訊平台，幫助不同銀行加強合規文化——緊貼最新資訊、
迅速識別和預測風險，以及鼓勵員工推行最佳行業準則。



Exate Technology (英國) – 數據隱私管理 (監管科技)
Exate 所提供的數據隱私保障方案，能透過特設的公式進行數據傳輸，以加強數據保
護。



FundPark (香港) – 中小企貿易融資
FundPark 所創立的貿易融資平台能連接企業和投資者，透過其專有的數據分析功能
進行盡職審查、核實和定價，為中小企業提供發票融資和採購訂單融資。



gini (香港) – 財務管理
gini 是一個幫助用戶管理個人財務並提供獎賞的手機應用程式。Gini 讓用戶集合所持
有的信用卡和銀行帳戶於其程式中，從而更有效地管理個人財務。



Investment Navigator (瑞士) – 個人理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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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到分銷，Investment Navigator 可透過合適性評估，加強投資和諮詢價值，並
解決跨境分銷、產品和稅務適當性問題。


Know Your Customer (愛爾蘭) –客戶開戶程序審批
Know Your Customer 研發的智能客戶開戶程序審批方案，能自動進行反洗錢合規程序，
並大幅減少企業及個人客戶在金融機構開戶所需的時間。



Mindbridge AI (加拿大) – 人工智能財務審計方案
MindBridge™AI 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檢測財務數據中的錯誤。其旗艦程式 Ai Auditor™
更可自動提取和分析數據，並計算出風險評分。



vPhrase (印度) –數據分析
vPhrase 的產品「Phrazor」使用人工智能將大量資料數據總結為簡易的要點，讓用
戶快速查看關鍵信息，以作出決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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