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经历

► 李舜儿现为安永香港金融服务部中资金融机构主管。她拥有
超过20年为香港及中国大陆金融机构提供全面综合的专业服
务的经验。

► 李女士曾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多个城市拥有超过10

年的工作经验，她对于中资金融机构的运营、中国监管环境
及发展拥有深刻的认识。

► 现时，李女士致力于开拓安永香港金融服务部对港澳地区中
资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产品及服务。李女士协助中资金融机
构应对业务挑战和当地监管要求，并在业务战略、内部控制
实施、监管合规和解决监管问题等多个不同领域提出咨询建
议。李女士也协助金融机构进行业务重组，业务转型和收购
后整合等工作。此外，作为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网
络的一名领导合伙人，李女士还积极负责协调中资金融机构
在全球各地的并购及投资活动。

► 李女士目前是安永香港金融服务部虚拟银行牌照申请业务的
主管合伙人。她积极协助她的客户制定虚拟牌照业务申请策
略，并带领专家团队在业务战略定位、信息技术平台和应用
实施、牌照申请文件准备、监管合规包括独立评核等方面提
供咨询服务。李女士亦为不同国家客户提供传统银行业务牌
照申请以及香港证监会受规管活动牌照申请的咨询服务。她
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监会的监管和发牌部门均建立了
良好且密切的沟通渠道。

► 李女士现为中银香港集团和信达香港集团的客户领导合伙人
。她还是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全球客户服务合伙人。

职业资质

► 美国华盛顿州注册会计师

►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

►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李舜儿

合伙人|金融服务|中资金融机构主管| 虚拟银行项目牵头人

办公电话: +852 2629 3006

传真:      +852 2118 4319

移动电话: +852 9664 2659

电子邮件: jasmine-sy.lee@hk.ey.com



曾詩韻 — 大中華區研究團隊

曾詩韻

大中華區研究團隊助理首席經濟師

研究領域：

- 香港主要製造及服務行業發展

- 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

- 中國貿易投資政策

- 中國消費市場

- 香港經貿發展

 

 

聯絡曾詩韻

 

曾詩韻是大中華區研究團隊主管，負責領導團隊成員對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市場的研究。她與團隊成

員定期監察這些市場的宏觀發展、市場趨勢、消費特徵和商貿政策法規，讓中小企業洞悉市場商機，適

時制定商業策略。同時，她與團隊成員密切注視本港製造業及服務業的趨勢轉變和最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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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Zheng has more than 12 years of IT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experience,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advisory and IT implementation 

projects. He is now EY China FinTech and Innovation Director, focused in 

innovative FinTech financial services, blockchain, AI, Big Data, IoT 

solutions an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郑彬先生现任安永金融服务部大中华区科技与创新业务总监，负责金

融科技结合金融服务的解决方案设计与推广。他拥有 12 年 IT 领域及

金融领域的服务经验，参与过多个金融行业咨询与建设项目，主要关

注创新金融服务、区块链、AI、大数据、物联网等 FinTech 科技赋能

的解决方案和战略规划。 



 

 

 

Huifeng (Leo) Wang has more than 16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consulting in financial industry. He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leaders of EY China’s FS Innovation and Fintech practice, and 

has been leading the Regtech team to build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enabled risk and compliance solutions for financial intuitions, as well as 

help to do researches or studies for the government or financial regulators. 

 

王惠锋先生是安永咨询公司的业务合伙人，他在金融行业的业务和科

技咨询领域有着超过 16 年的工作经验。他目前是安永中国金融科技

与创新咨询服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领导监管科技团队运用创新科技

为金融机构开发风险与合规解决方案，同时也为政府与监管机构提供

研究或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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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民

大中华区金融业交易咨询主管合伙人

直线电话: +852 2846 9060 

移动电话:      +852 9770 2277 / +86 159 2075 2313

电子邮件:        dennis.leung@hk.ey.com

主要工作人员简历

工作经验 资格及职业资质

►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 香港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背景与核心专长

► 梁先生是香港及远东地区尽职调查及金融机构会计架构方面
的专家

► 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资产管理、保险、银行与资本市场
等领域的监管架构方面具有广泛深入的咨询经验

► 梁先生全职为客户提供交易咨询服务，包括交易架构咨询及
财务尽职调查。

► 主要服务的客户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资产管理
公司等。

► 曾参与向美国政府提供的针对一家跨国保险公司的交易和战
略咨询服务。

► 负责中国、香港、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多个保险公司尽职
调查和交易咨询项目。

► 为美国和欧洲大型金融机构在交易架构及营运等方面提供财
务咨询服务。

► 在加入安永之前，担任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其公
司业务遍及中国和新加坡。

► 为一家中国国有银行收购一家欧洲的贵金属交易商提供财务尽职
调查服务

► 为一家中国领先的证券公司收购一家香港上市的外汇交易商提供
财务尽职调查服务

► 领导为欧美领先的金融机构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交易结构设计和运
营咨询服务

► 为一家英国领先的保险公司收购一家位于香港的保险公司提供财
务尽职调查服务

► 为一家欧洲保险集团提供涉及其中国内地、香港和其他四个国家
的业务的卖方财务交易咨询服务

► 为一家国际领先的保险集团收购一家位于上海的财产险公司提供
财务尽职调查服务



 
 

 

邬思彦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董事总经理，国际操作风险管理学会亚州分会主席，亚州

金融风险智库创会委员会主席, 北京环宇智库研究院院长。 拥有超过 20 年

的丰富工作经验，从事于全球及地区性商业、投资、 消费、 信托和私人银

行业务。曾任职野村证券、 荷兰银行、 德累斯登银行、 美林、 巴克莱资

本和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等。长期从事和研究金融风险防范及管理工作，在

投资、理财产品、风险管控、消费、 信托和私人银行业务等方面都有多年

的工作、研究经验以及培训经验，对金融, 风险, 科技有精确见解及心得。 
 



 

汤浩然先生 Mr. Leo TONG  
 
创办香港「岭首有限公司」和「前海岭首金融科技服务(深圳)有
限公司」 
 

• 金融科技及合规顾问服务 
• 配对风险资金和管理高新科技项目 
• 网络安全顾问和产品 
• 区块链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 金融科技的执行培训 
 
汤先生曾任香港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和合规官，业务涵盖

对冲基金、私募基金、高新科技风险基金、金融合规顾问、

网络安全顾问等。他曾担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亚太

财务部及亚太信息技术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经理。 
 
网站:  www.capitaldelight.com  
电子邮件:  Leo.Tong@CapitalDelight.com  

 
专业资格 

• 香港银行学会(HKIB) 认证银行家 Certified Banker (CB) a.k.a. AHKIB 
• 香港投资及证券学会(HKSI) 会员 (MHKSI) 
• 中国并购公会(CMMA) 并购交易师  
• 財資市場公會(TMA) 专业会员 
• 信息系统安全认证专家(CISSP) 
• 香港电脑学会资深会员 (FHKCS) 

 

最近的金融科技公共服务 
−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协会(HKITDA)  金融科技委员会  主席 

Chairman, FinTech Committee, Hong Ko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KITDA) 

− 亞洲金融風險智庫  研究董事 
Research Director at Asia Financial Risk Think Tank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新及科技基金  企業支援計畫  評審委員會  委員  
Assessment Panel Member of the Enterprise Support Scheme (ESS) of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IT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ITC) of the Gov’t of the HKSAR 

−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2017, 2018  最佳金融科技獎  評判員 
Judge of the Hong Kong ICT Awards of 2017, 2018 - the Best FinTech Award, the Gov’t of the HKSAR 

−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2016  最佳金融科技獎  首席評審員 
Chief Assessor of the Hong Kong ICT Awards of 2016 - the Best FinTech Award, the Gov’t of the HKSAR 

− 香港電腦學會  金融科技專家組  前任 聯席主席 
Former Co-Chairperson of the FinTec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f HKCS 

 
教育  

•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硕士，2007 年 
• 香港城市大学信息系统工商管理（荣誉）学士，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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