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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22 年 4 月 29 日 

 

 

信昇亞洲代幣化工作組成立公告 

 

信昇亞洲指數有限公司 (“ IX Asia Indexes”) 繼今年 3 月宣布成立信昇亞洲代幣化諮詢委

員會（“諮詢委員會”）後，於今日宣布成立信昇亞洲代幣化工作組（“工作組”）。 

 

工作組的目標是根據他們個別特定行業知識和專長，在指定代幣設計方面提供評估和推薦

關鍵方向和基本原則。它將審查並提出對代幣化指南和參考的改進建議。代幣化提供了廣

泛的應用，包括商業和金融、法律、經濟學以及計算機科學、藝術和文化。工作組由有代

表性相關行業和多元化市場專家所組成，目標為創建代幣化框架、實務典範和實際項目開

發提供意見和討論案例。成員將根據其行業專長審查和分享不同公司的運營模式和應用程

序，旨在基礎設施、業務財務穩定性、可持續性、內部控制和分類方面提供意見和幫助。 

 

今天，我們歡迎 7 位成員加入信昇亞洲代幣化工作組，並感謝他們的支持。工作組成員為

黃紹文博士、Linda Chan 女士、 何志偉先生、李尚信先生、汪振富先生、黃愛玲女士及葉

仕偉先生。有關信昇亞洲代幣化工作組成員的更多資料，請參閲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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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問，請聯繫我們: 

 

黃愛玲                                     +852 3595 3631 

      enquiry@ix-index.com 

 

許慧儀      +852 3595 3638 

      enquiry@ix-index.com 

 

信昇亜洲指數有限公司（“IX Asia Indexes”）  

 

信昇亞洲指數有限公司其定位是成為亞洲領先的指數編纂者之一，其在實體資產和數字資產領域的

指數服務涵蓋指數顧問、指數設計、指數計算和發佈，以及指數教育等。使命是通過建立投資級別

和基於規則的基準，為數字資產和代幣化世界帶來透明度和應有標準。  

 

信昇亞洲指數於 2018 年推出了屢獲殊榮的 ix 加密貨幣指數(IXCI) ，隨後推出了兩個新指數，分別

是比特幣指數(IXBI) 和 以太幣指數(IXEI) ，於 2021 年初完成推出 ix 加密貨幣指數系列。目前通過

納斯達克和信昇亞洲指數向彭博、路透社、銀行機構和信息供應商提供數據。實時指數每 5 秒發布

一次，時間為香港時間上午 9 點至晚上 9 點。實時指數發佈數據可以通過信昇亞洲指數數據公司發

佈獲取。而 IXCI、IXBI 和 IXEI 亦可通過納斯達克全球指數數據服務（GIDS）獲取，代碼為“IXCI”、

“IXBI”和“IXEI”，發佈間距保持為 15 秒不變。信昇亞洲指數顧問委員會由來自不同行業的代表

組成，以確保指數方法和操作的專業性和公正性。  

 

如欲 了解 更 多有 關數 據 和產 品許 可 的更 多資 料 ，請 瀏覽 網 站  https://ix-index.com/ 或 電 郵 

license@ix-index.com 

 

有關信昇亞洲指數顧問委員會 

 

為確保指數的編算方法和運營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信昇亞洲指數成立了其指數顧問委員會。指數顧

問委員會邀請了來自不同行業的代表參與，包括基金管理，交易所，經紀，金融區塊鏈以及加密服

務等領域。指數顧問委員會將每年召開至少四次會議，討論與信昇亞洲指數有關的事項，包括監察

並指導信昇亞洲指數的數據來源，編算方法和日常運營，為信昇亞洲指數的未來發展提供專業指導，

並根據實際需要處理其他事務及決定。 

詳見網站: https://ix-index.com/committ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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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信昇亞洲代幣化工作組成員  

 

黃紹文博士  

碧瑤愛回收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紹文博士在香港上市公司、中國內地及亞太地區的不同行業包括財務規劃、奢侈品零售、

高等教育和電信業擁有超過25年的業務拓展、企業培訓、市場營銷及管理的經驗。 

 

黃博士持有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市場學士、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文學碩士、澳洲南澳

大學輔導學社會科學碩士、美國上愛荷華大學心理學理學士以及上海財經大學企業管理博

士學位。 

 

Linda Chan 

Pictta 的聯合創始人 

 

Linda Chan女士是 Pictta 的聯合創始人，一家發行以太坊和 Solana 區塊鏈上的元宇宙資

產的NFT服務商。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畢業後，Linda 曾在匯豐銀行和瑞士信貸擔任

分析師和項目經理。隨後，她成為一名連續創業者和區塊鏈開發人員，擁有開發 DeFi 和 

Web 3.0 平台的經驗。 自 2020 年以來，她為價值超過 500 萬美元的 NFT 和元宇宙項目

提供諮詢和服務。 

 

何志偉 

碳世界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再生資源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董事 

 

何志偉先生為碳世界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負責管理公司的整體運營和增長

戰略。 何先生擁有超過 25 年的環境諮詢和技術經驗，在與政府接洽方面經驗豐富，並與

綠色團體有廣泛的聯繫，對相關行業實踐和相關環境法規有深入的了解。他是再生資源科

技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兼董事，該公司是一家領先的資源回收再利用服務解決方案提供商，

在加拿大,澳洲,香港,澳門及中國地區擁有超過 18 年的智能回收機研發,運營及推廣部署經驗。

在此之前，他亦曾擔任環保衛星服務公司行政總裁及輔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等職務。

何先生亦參與不同社會服務, 曾經擔任新界鄉議局環保事務委員及現任青少年大灣區邁向碳

中和委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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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信 

高爾街集團創始人及行政總裁 

 

李尚信先生是一位傑出的企業家及金融科技行政人員，具備逾25年的專業「互聯網+ 」及

數字經濟產業經驗，一直致力推廣資訊科技產業，曾在亞洲市場上推出了多項突破性的區

塊鏈、數字資產及電商項目。 

 

•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舉辦的“亞洲未來主義領袖獎” 獲獎者 

• 2021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獲獎者 

• 2020年 “倫敦数字證券實現獎” 獲獎者 

• TADS 國際數字證券大獎協辦人 -- 全球首個通證化資產和數字證券國際獎項 

• 香港恆生大學(EDC)金融科技區塊鏈委員會委員及名譽客席講師 

•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 - 《迎金融新時代—香港金融科技實踐與前瞻》 - “數字資產

年”章節的合著者 

• “亞太數字經濟研究院”聯合主席 

• “香港非同質化代幣協會”聯合創始人兼副主席 

 

李先生擁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MBA) 和理學碩士 (電訊及網絡)學位, 及加拿大多

倫多大學工商管理和經濟系學士學位。 

 

汪振富 

世界綠色組織創辦人及會長 

聯合國亞太區經濟及社會委員會行政會議成員及可持續商業網絡-綠色經濟小組主席 

綠色學會創辦人及會長 

香港緬甸商會創辦人及主席 

 

汪振富先生是在香港長大的緬甸籍華人。他是一位綠色企業家和環保主義者，在綠色經濟

領域擁有超過 38 年的國際經驗。通過符合聯合國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聯合國全球契約

倡議的全球社會影響和 ESG 應用，汪先生一直大力提倡可持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概念。 

汪先生是世界綠色組織的創辦人及會長，其業務包括綠色金融與科技、綠色建築與基礎設

施、綠色物流與倉儲、可再生材料與能源以及廢物管理，覆蓋香港、中國大陸、緬甸，以

及亞太地區。他的公司也是首間獲得“Cradle to Cradle Award”最高榮譽的亞洲企業，

擁有多項全球綠色獎項、國際知識產權和認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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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擁有多倫多大學商業和經濟雙學士學位。他亦是多倫多大學 2020 年維多利亞學院

傑出校友獎的獲得者。 

 

黃愛玲  

信昇亞洲指數有限公司創辦人 

 

黃愛玲女士，CPA， CGMA，是信昇亞洲指數和互通金融科技集團的創始人。這兩家公司

專注於金融產品和交易（包括數字資產），其金融科技產品及解決方案包括ix期權王及ix加

密貨幣指數等屢獲殊榮。她在金融行業擁有超過25年的對沖基金交易，指數編制和金融產

品設計經驗。在創立信昇亞洲指數和互通金融科技集團之前，她曾擔任三間環球對沖基金

的亞洲首席交易員，恆生指數有限公司主管和香港交易所高級副總裁。她領導的項目包括

2012-2015年港交所進行的期權大改革，取得美國和台灣證券交易委員會對香港股票期權

產品的銷售不干預批文；英國富士指數/香港恒生指數 亞洲指數系列；1996年至1999年於

摩根士丹利負責公開喊價現場交易，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執行了多個全球對沖基金指數期 

貨和期權訂單。2001年至2003年，負責恆生指數有限公司的運營和業務發展。她現爲聯

合國UNDP金融科技及合規特別工作組成員。  

  

葉仕偉 MH, Hon.DBA, FCPA (Aust.), MSc (IS) 

聯企融資集團主席 

 

葉仕偉先生是聯企融資集團主席，該集團是一家專注於金融科技和 ESG 投資的國際投資集

團。在過去的數十年裡，葉先生曾於亞太地區及美國，接受多間《財富500強》的銀行及

金融機構委任為高層領導，出任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首席審計官等高管職位。葉先

生曾任美國道富集團（State Street Corporation，世界最大的託管銀行，負責全球43萬

億美元的資產）的高級副總裁兼亞太區企業審計總監。他亦曾在Manulife Financial、

State Street Bank、Alpha Finnovate、Carbon Credit Xchange 和 Westpac Bank擔任

其他高級管理職務。 

 

在公共職責方面: 

• IFTA財富科技委員會主席兼投資委員會召集人  

• TADS Awards 對外及公共事務聯席主席 

• 亞洲CEO社區元界分會會長 

• 可持續和普惠金融工作組，聯合國 ESCAP ESBN 

• 內部審計師協會（IIA）香港分會前理事兼專業發展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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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金融服務委員會前主席 

• 亞洲首位WACE獎得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