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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Charger 金融科技加速器 2.0 邁進另一里程碑 

成功開展新的金融科技合作夥伴關係 

 

香港，2017年 4月 11日 ─ SuperCharger 金融科技加速器及兩個主要合作夥伴 ── 始

創贊助商渣打銀行和富達國際今天宣佈計劃圓滿結束，成功促使處於創業成長階段的國

際企業在亞洲擴展業務。 

 

渣打銀行與其中兩間企業開展概念驗證計劃： 

 智能化財富管理平台：Bambu 是一間提供商業對商業(B2B)的智能化財富管理公

司，透過建立智能軟件和投資方案為客戶提高財富管理效率。 

 應用於規管科技的分佈式分類帳技術：KYC-Chain 是一種以分佈式分類帳技術為

基礎，為用戶提供更方便及安全服務的平台。它能協助用戶更安全管理數碼身份，

以及讓企業和金融機構以更可靠及簡單的方式管理客戶資料。 

 

渣打環球數據﹑科技策略及創新總監 Shameek Kundu 表示：「渣打銀行很榮幸能夠與

SuperCharger 金融科技加速器計劃合作，讓我們有機會於亞洲與最優秀的科技企業成為

合作夥伴，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最好的服務。香港是渣打一個重要的市場，我們很高興此計

劃能夠在本地舉行，讓具前景的金融科技企業能透過香港這個跳板，踏足亞洲其他市場。」 

 

富達國際亞洲科技總監 Stuart Morley 表示：「我們相信無論是企業解決方案以至營運方

式，創新對我們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至關重要，亦是富達國際的核心價值。我們相信與

SuperCharger 的合作，讓我們與香港以至全球最優秀的初創企業和人才成為合作夥伴，

一方面加深了我們對金融科技市場潛力的了解，亦促使初創企業發展其商業模式。

SuperCharger 是我們推動環球創意的重要和具價值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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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 SuperCharger 金融科技加速器 2.0 體驗日上的公佈，標誌著全球首個以初創和較

具規模企業為對象、旨在捕捉亞洲市場增長的加速器，再次順利完成為期 12 週的計劃。

這個計劃同時發揮了香港作為亞洲金融和科技樞紐的優勢。 

 

加速器的成功有賴企業的大力支持和以實質商業案例為基礎的甄選程序。SuperCharger 

董事總經理 Veronika Kuznetsova 指出：「今次的成果展現出 SuperCharger 能持續有

效促進金融業決策者和具有前瞻視野初創科技企業家的交流，帶動亞洲金融科技生態系統

向前邁進。」 

 

SuperCharger 只是成立了兩年，但業務已產生顯著原動力。亞洲地區是目前金融科技的

最大市場，去年投資總額達 100 億美元，在地理上具策略意義。SuperCharger 創辦人

Janos Barberis 表示：「我們的目標是要令 SuperCharger 成為建立金融機構和金融科

技公司合作關係的領導者。透過體驗日，顯示出我們擁有往績、團隊、過往參加者的網絡

及合作夥伴，有能力達成目標，成為及被認定為亞洲金融科技加速器的先驅。」 

 

SuperCharger 金融科技加速器 3.0 將會在今年夏天接受申請，讓具潛質的金融科技企業

在亞洲擴展業務。 

-完- 
 

 

傳媒聯絡查詢： 

 

渣打銀行 

盧靜雯 

香港公共事務處 

nicole.lo@sc.com 
+852 2820 3843 
 

富達國際 

張凱琪 

企業傳訊部高級經理

kate.cheung@fil.com 
+852 2629 2641 
 

Supercharger Limited 
Seyoung Lee 
hello@fintechsupercharger.com 
+852 6908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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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nicole.lo@sc.com
mailto:kate.cheung@fil.com
mailto:rhamie@fintechsuperchar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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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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國際 

富達國際提供世界級投資方案及退休策劃服務。我們作為一家私人持有及獨立的公司，擁

有豐富資源，致力為客戶提供專業及創新的科技平台及投資服務，以助他們達成財務目標。

我們為在亞太區、歐洲、中東及南美洲的客戶投資超過 2,790億美元的資產。我們的客戶

包括退休基金、中央銀行、主權基金、大型企業、金融機構、保險公司、財富管理經理以

及個人投資者。除資產管理外，我們於不同國家為僱員福利計劃、顧問公司以及個人投資

者提供投資相關的投資行政管理及諮詢服務，所託管的資產約 830 億美元。（數據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SuperCharger Fintech Accelerator 

Leveraging on Hong Kong's traditional strength as Asia's finance and technology gateway, 
SuperCharger is a 12-week Fintech Accelerator Programme backed by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Fidelity International and Cyberport, among others. In its first batch, SuperCharger 1.0 
received over 160 applications from more than 25 countries globally and selected 8 Fintechs. 
The selected companies had raised between US$ 200,000 and 150 million and ranged from 
early-stage to late-stage growth Fintech companies. Throughout the programme, 
SuperCharger's 2000 sq. ft. co-working office was enriched by the participation and mentorship 
of more than 150 individuals, including VCs, ment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journalist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young entrepreneurs. 
 
SuperCharger’s finalists and alumni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fina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uperCharger and its Demo Day, please visit 
www.fintechsupercharger.com, or contact hello@fintechsupercharger.com.  
 

  

http://www.sc.com/
https://www.sc.com/beyondborders/
https://twitter.com/stanchart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standard-chartered-bank
http://www.facebook.com/standardchartered
http://www.fintechsupercharger.com/
mailto:hello@fintechsuperchar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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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SuperCharger 金融科技加速器 2.0最後 8 強名單：  

 

1. Bambu – 財富管理  

B a m b u  是一間提供商業對商業 ( B 2 B )智能顧問服務的企業，透過建立

智能軟件和投資方案提高財富管理的效率。  

 
2. Clare.ai –人工智能聊天工具  

Clare.ai 是一個幫助銀行提供更多受控和具成本效率的客戶服務的聊天

工具。它提供了以機器學習算法和自然語言處理為基礎的會話解決方案。  

 

3. Entersoft – 網絡安全  

Entersoft 是一間位於澳洲的安全應用程式提供商。它集合了攻擊性評估，

主動監控和安全性管理，以提供具有成本效益和可靠的解決方案。  

 

4. FinChat  – 規管科技  

FinChat Technology 是一間位於新加坡的流動合規監控服務提供商。通過

其一體化流動合規解決方案， FinChat 確保監管合規及促進金融機構之

間的合作。  

 
5. Foris – 流動支付  

Foris是普及東南亞的貨幣應用程式，它將於 2 0 1 7 年第一季度在香港和

新加坡推出，為用戶提供一個多幣種賬戶，使他們可於銀行間管理匯率

貨幣。  

 

6. KYC Chain – 規管科技  

KYC-Chain 是一種以區域鏈為基礎的新平台。它的便利和安全性能幫助

用戶管理他們的數碼身份和遵守監管規範。  

 
7. Squirro – 大數據  

Squirro 是一間位於蘇黎世的數據分析解決方案的開發公司。 Squirro 

與全球數據驅動機構合作，提供風險﹑服務和客戶洞察力方面的解決方

案。  

 

8. Xnotes Alliance – 區塊鏈     

Xnotes Alliance 提供業務驅動﹑與貨幣無關及高能效的企業級區塊鏈的解

決方案。它為用戶提供了整個交易過程的可存取管制，使他們能夠更有效

和安全地運行。 

http://www.bambu.life/
https://clare.ai/
https://entersoft.com.au/fintechsecurity
http://finchat.tech/
http://www.foris.co/
http://kyc-chain.com/
http://squirro.com/
https://www.xnot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