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pping into the Metaverse

「2022金融科技大獎」頒獎典禮
73個獎項，8位「傑出ESG企業嘉許狀」和3位年度大獎得獎者揭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大紫荊勳賢，GBS，MH，JP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JP題辭恭賀

WeLend Limited、WeLab Bank Limited、Mojodomo Hong Kong Limited
勇奪三個年度大獎

港金融界領先專業財經資訊平台 ‒ 經濟通 （ET Net）舉辦之
「2022金融科技大獎」於1月18日（星期三）假座香港美利酒店

舉行頒獎典禮，共頒發73個獎項，8位「傑出ESG企業嘉許狀」和3位年度
大獎得獎者揭曉。主辦機構很榮幸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先生，大紫荊勳賢，GBS，MH，JP題辭「創新科技 溥益金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 展 局 副 局 長 陳 百 里 博 士，J P 亦 為
大會題辭「雲臻翹彥 卓立楷模」並撥冗出席及主禮頒奬典禮，恭賀大會
成功主辦第六屆「金融科技大奬」。

「2022金融科技大獎」根據創新與創造力、功能性、市場化、優勢以及
影響五大評分準則，甄選出傑出企業，最後由 WeLend Limited 脫穎而出
奪得「2022金融科技大獎」；WeLab Bank Limited奪得「2022金融科技
市場策劃大獎」；Mojodomo Hong Kong Limited則奪得「2022金融
科技大獎 - 初創企業」。

香港科技園公司策略夥伴（企業
夥伴拓展）副總監歐永奇先生分享
了科技業界的寓言故事，指製冰業
的發展都分成「Ice-making」1.0、
2.0及3.0，在市場需求會推動整個
產 業 改 變，1 . 0 時 代 的 公 司 大 多
未能在3.0時代生存。雖然不知道

「元宇宙」等創新科技會否令金融
業帶來重大改變，但強調要為此作
準備。他感謝經濟通和「金融科技
大獎」為大家發掘前所未見的科技。

典 禮 上，「 2 0 2 2 金 融 科 技 大 獎 」
評審主席兼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
及榮譽會長鄧淑明博士，MH，JP
聯同由23位業界翹楚組成的專業
評審團，並頒授獎座予金融科技界
23個領域獎項的得獎者。

評審主席兼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會
長鄧淑明博士，MH，JP致辭

「傑出ESG企業嘉許狀」得獎者包括（排名不分
先後）：BCT銀聯集團、華懋集團、德勤．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富通保險有
限公司、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保誠保險有限
公司、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數 碼 港 首 席 公 眾 使 命 官 陳 思 源
工 程 師 致辭時表示，數碼港園區
現時有超過400家金融科技公司，
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的可持續發展，
為 推動金融科技的創新和應用，
金 融 企 業 和 創 科 企 業 需 要 雙 向
合 作，「金融科技大獎」正正搭建
了雙方聯繫的平台。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董事總經理兼經濟通董事總經理史秀美女士在頒獎
典禮上致辭時表示，本屆參賽及得獎者為歷屆最多人，並增設ESG嘉許
狀，表揚ESG領域積極貢獻機構，以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營商平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JP致辭時
表示，金融界對本港整體經濟貢獻非常大，過去數年面對疫情及經濟
環境疲弱，金融界GDP佔比仍不斷提升至現時的23.4％，為第一大產
業。政府冀繼續建造健康生態，從而令企業、人才落戶香港。

        （圖左至右） SCC 副會長兼研究及藍圖委員會主席秦仲宇先生；評審主席兼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會長鄧淑明博士，MH，JP；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工程師；香港經濟日報集團董事總經理兼
經濟通董事總經理史秀美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JP；香港科技園公司策略夥伴（企業夥伴拓展）副總監歐永奇先生；法律顧問董吳謝林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謝遠明
律師；德勤風險咨詢合夥人陳逸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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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JP致辭

在本港具領導地位的財經資訊平台 ‒ 經濟通繼往開來，連續
第六年舉辦「金融科技大獎」，今年大會以「Stepping into the 
Metaverse」為主題，「元宇宙」在各範疇正大放異彩，透過
多元化的服務與商品，大家有嶄新的體驗，開拓潛在商機，亦
吸引初創企業甚至境外公司在本港發展業務，推進整個產業
鏈的興盛，打造出更具優勢、更具韌性的市場。

WeLend Limited 脫穎而出奪得
「2022金融科技大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科技創新
界）邱達根議員致辭時表示，業界
及社會復常，政府亦發表虛擬資產
政 策 宣 言，並 可 能 於 今 季 推 出
相 關 零 售 投 資 諮詢等，可見許多
行政改變加快，相信行政、立法可
追落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立 法 會（科 技 創 新 界）
邱達根議員致辭

今年大會持續上屆增設的「傑出ESG
企業嘉許狀」，旨在嘉許於ESG範疇
上具實踐的機構，在面對環境、社會
責任、公司治理與投資策略上，納入
ESG元素以發掘機會來實踐，積極推
動機構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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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企業嘉許狀

創新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 產品

傑出綠色海外房產按揭
投資配對平台

環球房產科技有限公司

零售銀行

傑出個人數碼理財服務

大新銀行

傑出數碼銀行服務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傑出創新數碼銀行理財
方案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傑出全方位銀行理財服務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

企業銀行

傑出創新中小企銀行服務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一站式會計自動化
解決方案

BINERY Limited

傑出企業綜合現金管理
方案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保險

傑出保險比較平台 

10Life Hong Kong 
Limited

傑出全方位網上保險服務

Blue Insurance Limited

傑出保單文件管理平台

雲新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一站式客戶引流平台

保富匙有限公司

傑出數碼健康及保險服務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傑出餐飲風險評估應用
程式

華利保險科技有限公司

傑出科技保險應用程式

YAS 微保險

強積金科技

傑出強積金戶口整合應用
程式

Heron Solution Limited

消費者電子支付提案

傑出創新消費信貸服務

Hero Plus (Hong Kong) 
Limited

傑出一站式屋苑服務應用
程式

Kare System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傑出創新可穿戴式付款
解決方案

Tappy Technologies 
Limited

企業電子支付提案

傑出全方位數碼支付平台

聯款通

傑出企業電子優惠券管理
方案

Mojodomo Hong Kong 
Limited

傑出一站式企業支付方案

Payment Asia

財富投資與管理

傑出雲端開放式算法交易
平台

Algogene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傑出全方位管理 MPF
戶口平台

BCT 銀聯集團

傑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
金融服務方案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傑出數碼理財及證券服務
平台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傑出智能投資管理平台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傑出另類資產投資平台

EVIDENT

傑出數碼財富管理平台

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

傑出個人投資分析服務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虛擬銀行

傑出虛擬個人銀行服務

天星銀行

傑出虛擬銀行靈活支付
產品

Livi Bank Limited

傑出虛擬中小企銀行服務

平安壹賬通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傑出創新理財顧問平台

WeLab Bank Limited

交易系統

傑出零售交易軟件服務

蒜頭科技有限公司

信貸

傑出中小企融資平台

FundPark Limited

 傑出個人理財應用程式

融易香港

傑出網上貸款比較平台

Lendela 借得la

傑出創新網上貸款處理
平台

Match Up Agency 
Limited

傑出人工智能貸款服務

滙創未來科技有限公司

 傑出私人貸款平台

WeLend Limited

外匯/電子支付方案

傑出API電子支付平台

成摩科技有限公司

傑出跨境移動支付方案

錢方好近金融科技有限
公司

協作生態圈

傑出共同創新和協作金融
科技平台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 指數供應商

傑出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指數供應服務

MSCI

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 解決方案

傑出創新綠色交易應用
程式

碳世界有限公司

傑出ESG數據管理平台

益思智綠色金融科技
有限公司

傑出智能流程自動化方案

HKT Enterprise Solutions

傑出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數據解決方案

MSCI

傑出數碼自願碳市場平台

ProMEX Limited

人工智能

傑出人工智能財經文件
翻譯引擎

譯谷有限公司

傑出人工智能分類平台

轉手快科技有限公司

大數據

傑出數碼大數據分析應用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

區塊鏈方案

傑出運動獎賞平台

BUEARN Group Limited

傑出元宇宙營銷平台

Chef Digital Limited

傑出數碼黃金管理系統

Coded Solution Limited

傑出數碼交易成交解決
方案

誠鐫科技有限公司

傑出 NFT智易通服務

NFT Investment and 
Venture Limited

傑出企業加密貨幣付款
方案

NUT Limited

傑出一站式碳信用交易
平台

願景碳有限公司

雲端

傑出託管雲端方案

HKT Enterprise Solutions

傑出雲端通訊解決方案

Vonage

網絡安全

傑出證券網上交易平台

廣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企業網絡安全管理
系統

香港資訊保安控制中心
有限公司

傑出網絡安全方案（商用）

HKT Enterprise Solutions

傑出個人加密貨幣付款
管理應用程式 

數字隧道技術有限公司

傑出網絡安全管理銀行
服務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

監管科技方案

傑出人工智能信貸風險
評估方案

銳智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傑出監管技術方案

Just Solutions Limited

傑出科技顧問服務

智咨詢集團有限公司

零售/供應鏈管理

傑出個人化信用卡優惠
平台

KRIP Limited

傑出電子消費及優惠劵
方案

米索飛（香港）有限公司

疫境表揚：金融科技
應用表現

傑出數字支付技術解決
方案

Oceanpay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