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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浩華香港所參與一帶一路國家活動的最新資訊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審計董事及金融服務業主管
蔡奮威 Samuel Choi 先生最近到訪
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斯坦，並於2018
年7月3日至5日出席首都阿斯塔納金
融日及歐亞大陸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ECFL）的香檳招待會。蔡奮威董
事更趁此機會將 Crowe 哈薩克斯坦
團隊介紹給ECFL。
哈薩克地跨歐亞兩洲，主要位於中亞
北部，國土面積約272萬平方公里，
為世界上最大的內陸國家，世界第九
本公司審計董事及金融服務業主管蔡奮威先生出席AIFC主辦之全球經濟論壇─阿斯塔納金融日。

大國。哈薩克經濟在中亞居主導地
位，佔中亞區域生產總值的60%，以
石油、天然氣工業為主，另有豐富的
礦產資源。
哈薩克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向西
延伸的第一站。近年來，圍繞復興
古絲綢之路這一主題，中哈兩國不
斷擴大和深化在經貿、能源、產能
等領域的合作，實現了發展戰略的
對接。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杭州峰
會期間，中哈兩國政府簽署了《「絲
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光明之路」
新經濟政策對接合作規劃》。在此框
架內，哈薩克政府計畫連接從中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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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審計董事及金融服務業主管蔡奮威先生（左三），「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主席梁振英先生（左八），香港亞銀金融集團創辦人兼主席溫嘉旋先生（左
十）及 ECFL 主席 Mr. Eteu Kuneinen（左十一）合攝於 ECFL 的開幕式上。

外，雙方相關國家機構正在制定實現
對接合作的行動路線圖，涉及的領域
包括交通、貿易、加工業、旅遊、能
源等。雙方簽署了總額260億美元的
51個合作項目。
為鞏固國家在中亞的金融中心地位及
配合一帶一路政策的發展，哈薩克政
府於7月5日舉行全球經濟論壇─阿斯
塔納金融日期間正式宣佈成立阿斯坦
納國際金融中心（AIFC）。AIFC邀
請全球多國元首及頂尖經濟專家就全
球金融市場的發展、促進東西方聯繫

本公司審計董事及金融服務業主管蔡奮威先生（左一），香港亞銀金融集團創辦人兼主席溫嘉旋先生（右一）
及 AIFC 理事 Mr. Kairat Kelimbetov（右三）合攝於 ECFL 的開幕式上。

及加強合作、重大金融議題、金融科
技及其對金融中心的影響等分享觀點
和洞見。
ECFL創辦人兼主席溫嘉旋先生邀請

西方合作。AIFC地處歐亞，正好是中

Crowe Global會計集團網絡目前已有

國一帶一路計劃的有扣安全帶，吸引

22個國家的32個城市的成員所派出

投資者來這個金融中心。

38位中國桌的專家參與組成中國桌，
推動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亦同時協助

蔡奮威董事出席在阿斯塔納金融日
期間舉行的ECFL開幕酒會。溫先生

蔡奮威董事此行擔當重要角色並取得

有關成員國內有意投資中國的企業進

亦是香港亞銀金融集團和英屬維爾

圓滿成果，他分別向客戶介紹 Crowe

軍中國市場，參與的成員所透過微信

京群島東亞銀行的創辦人兼主席，

哈薩克斯坦的總合夥人 Mr Alberto

群組分享跨境投資訊息、業務商機及

這兩家機構均是國富浩華香港的客

Simoncini及審計合夥人Ms Lidiya

客戶資源等，發揮環球共享與地方智

戶。ECFL是首批獲阿斯塔納金融服

Petruk。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

慧的強大力量。是次香港所參與在哈

務機關容許使用監管沙盒進行試行

Crowe Global 全球會計集團網絡能發

薩克斯坦舉行的阿斯塔納金融日正好

的金融科技公司，主要為客戶及中

揮最大的優勢來滿足客戶的業務及發

符合國家一帶一路的國策，也顯示中

國一帶一路發展項目提供電子銀行

展需要。

國桌可配合其中不同國家活動而發揮
高效功能。

服務。ECFL在AIFC的獨特體制下運
作，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有助促進東

同時，為貫徹國家一帶一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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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e Global is ranked among the top 10 global accounting
networks comprising 220 independent accounting and advisory
services firms with 750 offices in 13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rowe Global’s member firms are committed to impeccable
quality service, highly integrated service delivery processes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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