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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科技市場環境 － 資料便覽 

2022年 5月 3日 

 

多元化、富有韌性和生機蓬勃的國際金融科技中心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富有韌性、及生機蓬勃的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儘管為一個較小的城市，香港已成為金

融科技初創企業生產力最高的市場之一，為初創企業迅速發展提供良好環境。在 2019新冠疫情肆虐下，香

港金融科技行業逆轉全球趨勢，繼續不斷發展、融資及培養人才。   

 

- 香港有超過 600間金融科技公司和逾 3,700間初創企業，為全球初創企業迅速拓展的首選城市之

一。香港目前有超過 10間獨角獸（估值逾 10 億美元的初創企業）。金融科技領域的獨角獸例如

包括有眾安國際（其子公司眾安銀行有限公司於 2019年 3月獲授予香港虛擬銀行牌照）、網上金

融公司WeLab、跨境電商收款支付平台 AirWallex以及更多。  

 

- 香港是消費者金融科技普及率（67%）最高的市場之一，排名高於法國、美國和日本等，香港亦擁

有較高的 B2B金融科技普及率，66%的金融科技公司專注於 B2B市場。另外，香港有助企業連結

全球消費者金融科技普及率最高的中國内地市場，現時有 51%的公司 有拓展大灣區市場的計劃。

匯豐銀行的調查顯示，37%的受訪國際企業認為香港是進入大灣區開展業務的首選切入點。 

 

- 投資推廣署進行的「二零二一年初創企業統計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的初創企業持續蓬勃發展，數

目較 2017年增加 68.5%至 3,755間。這些初創企業遍佈各行各業，例如金融科技等。 

 

- 於 2021年，香港被列入在未來四年內躋身矽谷之外的全球十大科技創新中心之一。2022年，在由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英國 Z/Yen集團聯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中，香港的

總排名為全球第三位，僅次於紐約及倫敦。 

 

- 香港證券交易所在過去 12年内的 7年中均為全球最大的 IPO市場，其專為科技公司設計的上市制

度吸引越來越多亞洲金融科技公司選擇在香港上市。2021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

易所）新增 98家上市公司，集資總額達 3,290億港元。展望 2022年，香港交易所將繼續專注

「立足中國」的戰略優勢，把握境內外各項發展機遇。 

 

- 2022 年 3 月，香港交易所迎來了香港首家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 上市。香港交易所的 SPAC

上市制度專為香港市場度身訂造，歡迎具備經驗及信譽良好的發起人以收購優質併購目標的 SPAC

申請上市，以求在平衡投資者保障的同時為市場提供另一具吸引力的上市途徑。截至 3月 17日，

香港交易所已收到 10家 SPAC的上市申請，可見市場對此上市新途徑反應踴躍、需求殷切。 

 

支援金融科技發展的體制及生態系統 

 

- 香港具有穩定的國際級監管制度及監管沙盒和措施，有助促進金融科技公司在新興市場發展。香港

沒有外匯管制或對資金流入和流出的限制，令其成爲最自由的市場之一，相關制度有助促進金融科

技公司發展跨境業務。初創企業更可享受低廉而簡單的稅務結構，以及不同政府資助項目和補貼計

劃。 

 

- 2021年 11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宣布設立由其親自領導的金融科技項目執行統籌小組

「CGFin」，旨在更好地平衡發展與監管的需要。這個跨機構小組可以全面地檢視及督導金融科技

發展的各個關鍵環節，包括與內地及海外市場的聯通合作、金融基建、監管制度、網絡安全、推廣

宣傳、人才培養以及跨領域的金融科技發展協調。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english/panels/fa/papers/fa20200601cb1-706-2-e.pdf
https://www.news.gov.hk/eng/2021/11/20211104/20211104_161538_408.html
https://www.itb.gov.hk/en/speeches/2021/pr_20211104.html
https://www.welab.co/en/
https://www.airwallex.com/cn
https://www.news.gov.hk/eng/2021/11/20211104/20211104_161538_408.html#:~:text=The%20consumer%20fintech%20adoption%20rate,the%20highest%20in%20the%20world.
http://hongkong-fintech.hk/media/kykndlby/fintechhk-flyer_sc_jan-20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english/panels/fa/papers/fa20200601cb1-706-2-e.pdf
https://www.business.hsbc.com/en-gb/insights/growing-my-business/unlocking-the-business-potential-within-china-greater-bay-area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0/07/P2021100600502.htm?fontSize=1
https://home.kpmg/cn/en/home/news-media/press-releases/2021/07/six-apac-cities-ranked-in-global-top-ten-tech-innovation-hubs-finds-kpmg.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3/24/P2022032400444.htm
https://www.hkex.com.hk/Join-Our-Market/IPO/Listing-with-HKEX?sc_lang=zh-HK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3087057/hong-kong-seen-emerging-ipo-hub-fintechs-chinese-firms-shun-us
https://www.fsdc.org.hk/zh/insights/hong-kong-as-an-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enhancement-of-hong-kong-s-ipo-offerings-highlights/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1/211221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2/220318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2/220318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ma.gov.hk/eng/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fintech-supervisory-sandbox-fss/
https://www.fstb.gov.hk/tc/blog/blog031121.htm#top
https://www.fstb.gov.hk/tc/blog/blog031121.htm#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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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監管機構積極吸引金融科技投資進入市場，而本地金融界的金融科技普及率亦有上升的趨勢。

金管局研究報告顯示，其中 35%至 56%的銀行視金融科技為發展機遇，86%的銀行正逐步將金融

科技融入各種金融業務。 

 

- 於 2021年 6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公布「金融科技 2025」策略，旨在鼓勵金融業界於

2025 年前全面應用金融科技，並提供合理、高效的金融服務，惠及香港市民及整體經濟。該策略

的五大主要範疇為： 

1. 全面推展銀行數碼化 

2. 提高香港在發行批發及零售層面央行數碼貨幣的準備，加深央行數碼貨幣研究 

3. 加強香港現有和建設新的數據基建，以充分發揮新世代數據基建潛能 

4. 與多個策略夥伴合作，推出多項措施，培育更多學生和銀行從業員成爲全面的金融科技專

才 

5. 聯同業界各主要持份者成立「金融科技跨界別協調小組」，制定有利政策，以支持香港金

融科技生態發展 

 

- 於 2021年 10月，金管局發布了題為《e-HKD: A technical perspective》的零售層面央行數碼貨幣

技術白皮書（白皮書）。該白皮書所提議的設計是首個由央行提出、在保護私隱方面有突破性安排

的技術架構，能夠在保障私隱的情況下追蹤交易。 

 

- 較早前於 2021年 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泰國中央銀行（泰國央行）、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中央銀行（阿聯酋央行）及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人行數研所）公布一致歡迎阿聯酋

央行及人行數研所參與「Inthanon-LionRock」項目的第二階段。「Inthanon-LionRock」項目由金

管局與泰國央行發起，旨在探討於跨境支付應用央行數碼貨幣。此聯合項目得到國際結算銀行創新

樞紐轄下香港中心的大力支持，並已重新命名為「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m-CBDC 

Bridge）。同年 9月，他們發布題為「Inthanon-LionRock to mBridge: Building a multi CBDC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payments」的報告，闡述「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mBridge）項

目的中期研究成果。 

 

- 目標推出時間為 2022年年底的「商業數據通」計劃進展良好，多間銀行在項目研究及試行時，已

運用多種商業數據，成功向中小企客戶批出總額逾九億港元的貸款。商業數據通是「金融科技

2025」策略的舉措之一，旨在提升香港的數據基建，鼓勵創新，以發展出更多新的金融產品及解

決方案，進而帶動香港對金融科技的整體需求。 

 

大灣區 — 推進金融科技公司繁榮發展的樞紐 

 

- 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提供一條正式和便捷的渠道，促進大灣區的跨境財富管理。大灣區是開放程度

高、經濟活力強的地區，人口超過 8,600萬。 於 2021年其 GDP達 12.6萬億人民幣，比 2020年

增加了 20%。理財通將為香港金融業界開拓巨大的客源和業務發展空間，推動本地財富管理業務

市場有機成長，帶動產品銷售、資產管理、產品開發等整條金融產業鏈的發展，也會惠及相關的專

業服務界別。 

-  

- 特區政府亦正與內地監管當局探討優化「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措施，例如逐步放寬額度，擴

大可投資產品範圍，增加參與機構數目，完善銷售安排等。 

 

- 金管局與中國人民銀行於 2021年 10月簽署諒解備忘錄，同意通過「聯網」方式，構建「一站

式」平台讓內地及香港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就其跨境金融科技項目於兩地進行同步測

https://www.aof.org.hk/docs/default-source/hkimr/applied-research-report/fintechrep.pdf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10/20211004-3/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10/20211004-3/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9/20210928-3/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9/20210928-3/
https://www.budget.gov.hk/2022/chi/budget30.html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insight/2020/06/20200629/
http://www.gd.gov.cn/hdjl/hygq/content/post_3915020.html
https://www.budget.gov.hk/2022/chi/budget24.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0/21/P2021102100589.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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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2022年 2月初，金管局和人民銀行正式啟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跨境創新測試應用徵集工

作，歡迎金融機構、科技公司提交申請。 

強大的融資環境 

 

作為全球最大的 IPO市場之一，香港具有豐富及多元化的融資前景，包括政府資助及私人融資支援小型初

創公司； 而私募基金及風險投資基金則主要針對正在擴大規模的公司。 

 

- 政府資助項目– 截至 2021年 1月，政府為不同行業的企業及機構組織提供 47項資助計劃。最近公

布的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鞏固了香港推動創新科技和金融科技發展的目標。 在創新科技方

面，香港政府將把「未來基金」其中 50億元成立「策略性創科基金」，用於投資對香港具有戰略

價值的科技企業及項目，同時倍增「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的資助額至 1,600萬元。 

 

- 2021年 1月 6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推出「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 (下稱「拍住

上」資助計劃)，旨在鼓勵傳統金融機構夥拍金融科技企業就創新金融服務產品進行概念驗證測

試。截至 2021年 11月，「拍住上」資助計劃共批出 93宗申請。政府於 2022年亦宣布撥款一千

萬元推出新一輪的資助計劃。 

 

- 政府在 2020年 7月 2日推出「抗疫基金金融科技人才計劃」(FAST)，於未來兩年創造 1,000個金

融科技相關職位。每間成功申請的金融科技公司可申請一個新的全職職位，獲批後可獲每月港幣

10,000元資助額，全數用作支薪，資助為期最長 12個月，涉及資助總額可達 1.2億港元。截止

2021 年 7 月，計劃共接獲 1,028 宗申請。 

 

- 金融管理局於 2021年 11月透過「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推出金融科技監管沙盒 3.0， 創新科技署會

透過該計劃，就每個獲金管局支持的合資格項目，向本地科技公司提供最多 100萬元的資助額。 

 
- 私人投資 – 香港於 2021 年第一季度為亞太地區的第二大資金池，僅次於中國大陸。在 2016年至

2020年間，香港私募基金和創投基金的平均投資規模分別為 8.6億美元和 1.3億美元，而新加坡則

為 2.2億美元和 6,814萬美元。香港在初創或早期融資階段上的公司平均投資交易規模也高於新加

坡。2022年，排名前五位僅計創投基金所投資的香港初創公司就已籌集得超過 4.72億美元的資

金。 

 

- 政府致力引入新的基金結構，包括籌備制訂新法例，設立一個切合基金運作的有限合夥制度，鼓勵

更多私募基金在香港成立。同時，政府計劃由 2020/2021年度起為在本港營運的私募基金發行的附

帶權益提供稅務寬免。 

 

- 首次公開招股 (IPO) – 香港於 2021年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近 3,300億元，在全球證券交易所新股

融資額排行榜中位列第四。 

 

新興金融科技創新 

- 虛擬資產 -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吸引了許多虛擬資產領域的人才和初創企業落戶。政府及金融

監管機構於 2022 年 3 月開展了一系列措施，以確保虛擬資產行業有序發展和運作，並應對在保護

投資者或洗錢風險方面的挑戰。這些措施涵蓋三方面，分別 1) 將為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設立發牌

制度；2) 考慮對用作支付用途的「穩定幣」作出監管；及 3) 為傳統金融機構向客戶提供虛擬資產

相關服務提供指引。 

 

https://www.news.gov.hk/eng/2021/11/20211101/20211101_124238_940.html
https://www.news.gov.hk/eng/2020/07/20200701/20200701_103654_754.html
http://www.cyberport.hk/files/60e7b504acf7a709712656/20210708_press_t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1/03/P2021110200332.htm
https://www.ejinsight.com/eji/article/id/3001610/20211224-Following-the-money-of-Hong-Kong's-growing-fintech-cluster
http://startupbeat.hkej.com/?page_id=2845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2/23/P2022022300154.htm?fontSize=1
https://www.fstb.gov.hk/tc/blog/blog170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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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證監會和金管局於 2022年 1月發布的最新通函，為傳統金融中介機構及銀行向客戶 1) 分銷相關

產品；2) 提供交易服務；及 3) 就虛擬資產提供意見的監管指引。最新的通函有助金融機構處理投

資者對虛擬資產的查詢，並在穩健監管及維護客戶最佳利益的前提下，提供虛擬資產相關服務。 

 

- 監管科技 - 2021年 6月，金管局舉辦合規科技旗艦研討會 - 「Unlocking the Power of 

Regtech」。是次線上研討會有 4,000多名對合規科技有濃厚興趣的人士參與，匯聚全球各地合規

科技生態圈，包括金融機構、監管機構與合規科技供應商的高級管理人員，以及其他行業專家。 

 

- 2021年 11月，金管局今日推出首次「反洗錢合規科技實驗室 」（AMLab），與數碼港合作並由

德勤協助，在「金融科技 2025」策略下進一步鼓勵銀行業界採用合規科技。AMLab將加強銀行的

能力以防禦欺詐和金融罪行所招致的客戶損失，減低銀行業內的風險轉移情況以及提高反洗錢生態

系統的整體效率。 

 

- 2022年 1月，金管局發布第五期「合規科技採用實務指引」，針對如何落實合規科技方案以管理

網絡風險為銀行提供實務指引。指引就銀行該如何使用這些方案來解決容器技術和遙距工作安排所

帶來的最新網絡風險提供建議。 

 

- 貿易融資 - 貿易融資平台「貿易聯動」為香港首個大型跨銀行區塊鏈項目，由香港 12 間銀行組成

的聯盟共同開發。平台透過貿易文件數碼化及融資流程自動化，改善整體貿易流程，以減低失誤和

詐騙風險 。 

 

- 快速支付系統 - 金管局已於 2018年 9月推出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全面接通不同銀行及儲值

支付工具營運商，提供一個全天候運作的即時支付及轉帳平台。截至 2021 年 9 月，「轉數快」每

日平均處理了 740,000 宗交易，涉及總額約 52 億港元，日均交易總額較 2020 年初的 24 億港元

增加逾一倍。 

 

- 沙盒 - 香港有針對銀行、保險和證券市場的三大沙盒，有助促進內地金融科技企業在港發展。截至

2022年 2月底，共有 238項金融科技項目獲准使用沙盒進行試行。此外，有 170項試行是銀行與

科技公司合作進行。請參閱下表截至 2022年 2月底之沙盒使用情況： 

 

涉及技術 試行數目 

生物認證 9 

軟令牌 6 

聊天機械人 3 

分布式分類帳技術 8 

應用程式介面（API）服務 15 

金融監管及合規科技 114 

優化手機應用程式 19 

其他 64 

總數 238 

 

https://www.fstb.gov.hk/tc/blog/blog170322.htm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6/20210630-9/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6/20210630-9/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11/20211105-6/
https://www.scmp.com/business/banking-finance/article/3154692/hong-kongs-faster-payment-system-has-surpassed-700000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fintech-supervisory-sandbox-f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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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金融科技體系 

 

香港的獨特之處在於其金融科技公司種類繁多，涵蓋虛擬銀行、保險科技、資產管理、機器人投資顧問、

區塊鏈、電子交易、支付技術和網絡安全等領域。 

 

- 2021年增長最快的 2個金融科技類別為金融科技企業解決方案及信貸科技，其次為監管科技及保

險科技。 

 

- 以 2021 年計，本港的金融科技公司均來自不同行業，包括財富科技（19%）；支付和匯款

（13%）；金融科技企業解決方案（12%）；數字資產（10%）；保險科技 (8%)；區塊鏈應用

（7%）；合規與監管科技 (6%)。 

 
- 根據 Statista 的數據顯示，數碼支付將成為市場的主流支付方式，2022 年的總交易額將高達

191.23 億美元，而數碼理財的細分市場預計將在 2023 年實現 47.1%的收入增長。 

 

- 香港金融科技公司能與全球最大的銀行、保險、資產管理和支付領域的金融機構建立緊密聯繫。全

球首 100大銀行中，有逾 70家在香港營業，超過 29家跨國銀行在港設置的地區總部。 

 

- 虛擬銀行 – 自 2019年起，金管局（HKMA）已向 8家虛擬銀行批出虛擬銀行牌照。 

 

- 保險科技 - 自 2018年起，保監局（HKIA）已向 4家虛擬保險公司頒發了虛擬保險許可證。 

 

亞洲最豐富的金融科技生態圈之一 

 

香港具有亞洲最多元化的公營和私營機構生態圈之一，為金融科技公司加速發展、探索投資機會及提供支

援。推動金融科技公司發展的主要機構包括： 

 

- 香港數碼港是匯集逾 400家金融科技初創公司的商業園區及生態圈。此外，數碼港設有私募基金以

投資於金融科技初創公司。2022年 2月，環球區塊鏈龍頭 R3 進駐數碼港設「創新實驗室」，助

本港金融科技界把握央行數碼貨幣（CBDC）機遇。 

 

- 數碼港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委托，舉辦新一輪「金融從業員金融科技培訓計劃」，提升金融從業員

對金融科技實際應用方面的知識。預計多達 1500名金融從業員將從計劃中受惠，以促進金融科技

在行業中的應用。 

 

香港科技園公司（HKSTP）匯集近 80 家研發各種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的公司，支援本地研究開發基

礎設施的發展。香港科技園與金管局合作研發的開放 API亦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增值服務。另外，

科技園公司於 2021 年 1 月正式啟用位於創新中心之 FinTech Centre，成為不同持分者與金融科技

公司交流協作的聚腳點，利用先進的科技促成方案共創。 

 
- 創新實驗室–不少全球知名的創新實驗室察悉香港發展金融科技的優勢，紛紛落戶香港，其中包括

渣打銀行 eXellerator金融科技創新中心網絡、DBS Startup Xchange、Intact Lab Hong Kong、滙

豐應科院聯合硏發創新實驗室、AMTD Fintech Centre、香港交易所創新實驗室、國際清算銀行 

https://www.statista.com/outlook/dmo/fintech/hong-kong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banking/
https://www.cyberport.hk/en
https://www.news.gov.hk/eng/2021/11/20211104/20211104_161538_408.html
https://www.cyberport.hk/files/621d8bb2b0cfb587519615/20220228_press_v2_tc.pdf
https://djeholdingsdrive.sharepoint.com/sites/InvestHKRFP/Shared%20Documents/General/Admin/Factsheet/funding%20schemes%20factsheet
https://www.hkstp.org/
https://www.sc.com/en/media/press-release/weve-launched-exellerator-innovation-lab-in-china/
https://www.dbs.com/startupxchange/index.html
https://www.hkstp.org/our-partner-companies/company-directory/company-details/?company=intact-financial-hk-limited
https://www.astri.org/tc/news-detail/hsbc-astri-research-development-innovation-laboratory-mobilises-fintech-hong-kong-asia/
https://www.astri.org/tc/news-detail/hsbc-astri-research-development-innovation-laboratory-mobilises-fintech-hong-kong-asia/
https://fb.polyu.edu.hk/research/research-specialist-centres/amtd-fintech-centre-of-polyu-faculty-of-business/
https://www.whub.io/startups/hong-kong-exchanges-and-clearing-ltd
https://www.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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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 、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創新中心 (IBM)、德勤亞太區塊鏈實驗室、PwC’s Emerging Technology 

Lab、來自北歐的「Nordic Innovation House」、麻省理工學院的「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以及具清華大學背景的綜合性大型科技服務企業啟迪控股旗下的香港啟迪科技園。 

- 加速器 –不少金融機構成立加速器，推動監管機構、客戶、業務夥伴及科技公司之間的合作。其中

包括埃森哲的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室、Helix、Loopnest區塊鏈加速器、Betatron、Hype Asia以及由

星展銀行及 Nest 合作推出的星展創投計劃。 

 

投資推廣署簡介 

 
- 投資推廣署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屬下部門，專責為香港促進外來直接投資。該署設立專責金融科

技的團隊，旨在吸引來自全球各地頂尖的創新金融科技企業、初創企業家、投資者和其他持分者在

香港開業，或經香港將其業務拓展至中國內地、亞洲及其他地區。 

 

- 年度盛事香港金融科技周盡顯香港金融科技業的拓展機遇，爲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科技界帶

來無盡商機。香港金融科技周 2021共吸引逾 20 000名參加者，論壇亦招待超過 300位演講嘉

賓、逾 400家參展商和 39個國際貿易代表團和代表參與，並有 27項聯名活動以及數千場商務會

議於線上及線下舉行。同時，活動更吸引超過四百萬線上觀看次數，並為來自全球 87個經濟體的

觀眾增進他們對香港迅速發展的金融科技生態圈的了解。香港金融科技周 2022 將於 10月 31日至

11月 4日期間舉行，請瀏覽此網址了解更多詳情。 

 

追踪我們: 

 

網頁: https://www.hongkong-fintech.hk/  

領英: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hongkongfintech/  

YouTube: FintechHK  
微信: 

 

 

https://www.ibm.com/news/hk/en/2019/07/06/20190706en.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pr-deloitte-launches-regional-blockchain-lab-in-hk.html
https://www.pwc.com/us/en/services/consulting/technology/emerging-technology-lab.html
https://www.pwc.com/us/en/services/consulting/technology/emerging-technology-lab.html
https://www.nordicinnovationhouse.com/hongkong
https://hkinnovationnode.mit.edu/
https://hkinnovationnode.mit.edu/
https://www.tuspark.com.hk/
https://www.accenture.com/cn-en/service-fintech-innovation-lab-apac
https://blockchain-helix.com/
https://loopnest.io/index_cn.html
https://cn.betatron.co/
file:///C:/Users/E037532/OneDrive%20-%20Daniel%20J.%20Edelman%20Holdings,%20Inc/Downloads/、
https://www.hongkong-fintech.hk/zh/index.html
https://www.fintechweek.hk/
https://www.hongkong-fintech.hk/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hongkongfintech/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LzELPLbK7GkXx0Hk6rSSNmb6IqOgcH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