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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最大型货币兑换和汇款业大会 9 月举行
2017 年亚太区货币服务业大会即将召开，主题为“改革创新，奠定货币服务业屹立不倒的根基”

（吉隆坡 8 月 14 日讯）2017 年亚太区货币服务业大会（MAPC 2017）将于 9 月 5 日至 6 日
在吉隆坡国家银行 Sasana Kijang 举行，主题为“改革创新，奠定货币服务业屹立不倒的根
基” 。届时，超过 400 名来自亚太区货币服务业的货币兑换商、汇款商、货币批量交易商等
行家将齐聚一堂，共商未来。
上述大会由马来西亚货币服务业协会（ MAMSB）主办，并获得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
（MDEC）支持，预料能吸引亚太区货币兑换商和汇款商赴会。相关监管机构、科技公司、银
行、政府间机构、商人服务公司、电讯公司、流动货币服务公司等唇齿相依的单位和企业将派
员出席。而息息相关的法律界、合规管理界、稽查界、保安界等领域也会参与。与会者能通过
大会扩大人脉和建立合作联盟，共同规划货币服务业的前景。2017 年亚太区货币服务业大会
本区域规模最大的货币服务业大会。
马来西亚货币服务业协会首席执行员 Shalini Pavithran 说：“2015 年 11 月，我们在吉隆坡主
办类似大会，超过 400 名来自 32 个国家的代表赴会。有了上次的成功经验，希望这次能办得
更出色。本届大会荣获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支持，我们会大力推动创新和开拓业务，同时善
用数码战略，为货币服务业打造永不过时和令人满怀期待的前景。”
货币服务业必须加快迈向数码作业，因为数码时代已改变市场模式，影响与日俱增。马来西亚
数码经济机构企业发展部副总裁 Gopi Ganesalingam 表示：“世界瞬息万变，速度之快前所
未见。每门生意、每家公司都得与时并进，免遭发展洪流淘汰。我们相信，相关单位适时介入
提供帮助，能确保受惠公司走在时代前端，占尽先机。主办 2017 年货币服务业大会和类似活
动已迈开一大步，因为有关活动让大家了解当前和未来的趋势与挑战，帮助大家在变幻莫测的
环境中巩固实力。”
有关大会是专家和业者讨论货币服务业创新方案和科技发展的平台，除了探讨全球货币兑换和
汇款市场的发展与趋势，与会者也将探索每项发展对亚太区货币服务业的影响。
为期两天的大会设有多个讨论环节，让超过 50 名高阶代表分享心得，谈论内容包括货币兑换
和汇款业的新经营模式、创新产品、金融科技、监管科技、金融普惠倡议、电子交易钱包、电
子付费、加密货币、比特币和区块链（blockchain）。每个环节将提出时事课题让与会者深思
应变、检讨惯例、讨论对策和分享意见，通过群策群力发掘发展机会，让货币服务业登峰造
极。
2017 亚太区年货币服务业大会首日议程将从改变行规的业界人士、问题专家和大势所趋的角
度探索货币服务业的最新方向、发展、挑战和成长机会。
次日议程将揭开奠定发展趋势的货币兑换商和汇款商行家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之道，同时分享
科技维持竞争力，以便在货币服务业叱咤风云的方法。

2017 亚太区年货币服务业大会主讲嘉宾包括：
▪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高层代表
▪ 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高层代表
▪ 国际汇款网络协会主席 Mohit Davar 先生
▪ 联昌国际全球零售支付主管 Naushad Hussain 先生
▪ 联合国发展基金会普惠金融专案管理人员 Rajeev Kumar Gupta 先生
▪ 天地通亚通首席财务员 Christopher Tiffin 先生
▪ AXA 安盛亚洲新兴客户部主管 Monnida Musicabud 小姐
▪ Coins.ph 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 Ron Hose 先生
▪ Stellar.org 合作伙伴董事 Lisa Nestor 小姐
▪ Global Mesa Ltd 联合创办人兼董事 Eric V. Guichard 先生
主讲人完整名单可浏览 MAMSB 的网站。
想 报 名 参 加 2017 亚 太 区 年 货 币 服 务 业 大 会 的 公 众 人 士 ， 请 登 入
https://www.mamsb.org.my/news/money-services-business-asia-pacific-conference-2017mapc-2017/ 或电邮 MAMSB office@mamsb.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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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Money Services Business (MAMSB)
The 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Money Services Business or MAMSB was formed on 22 August 2013
and officially launched on 9 January 2014 via an initiative led by the Central Bank of Malaysia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dustry players. MAMSB is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ney Service Business
(MSB) companies in Malaysia which have been granted licences under the Money Services Business
Act 2011 (MSBA) as well as those enterprises that have been approved as MSB agents to principal
licensees under the MSBA.
MAMSB has over 500 members that engage in three main types of money services businesses that
are governed under the MSBA:
•
money-changing business
•
remittance business
•
wholesale currency business.
MAMSB’s vision is to be a respectable driving force to modernise 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MSB industry while championing the interest of its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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