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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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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亚洲联合财务有限公司(「UA」)为新鸿基有限公司之
子公司，新鸿基有限公司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股份
代号为 86；UA 其他股 东包括伊藤 忠商 事 株式会社
(ITOCHU Corporation)，一家于日本东京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UA由拥有四十多年私人贷款市场经验及享
有「香港私人贷款之父」美誉的长原彰弘先生出任董
事总经理及行政总裁。

自1993年成立，UA至今已与香港市民共度超过四分一
世纪，为超过570,000位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凭借多年
丰富的财务经验及雄厚实力，一直稳占私人贷款市场
之领导地位。秉承「以客为尊」之服务精神，UA致力为
客户提供既专业又贴心、创新及多元化的贷款服务，多
年来首创了不同贷款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客
户可透过手机、网上、电话以至遍布全港48间UA分行
网点，随时随地于线上线下享受UA全方位贷款服务，
轻松解决任何财务需要。

2007年，UA正式开拓中国大陆市场，于深圳成立「深
圳亚联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亚联财」)，至今业务已
扩展至中国十五个主要城市包括深圳、沈阳、重庆、天津、
成都、云南(昆明)、大连、北京、武汉、上海、福州、哈尔
滨、南宁、青岛及济南。近年来，亚联财紧贴市场步伐，
配合資訊科技及互联网金融发展，拓展崭新数码渠道
以满足客户需求，同时积极加强与具影响力的第三方
支付平台合作，利用大数据为客户打造个人化之贷款方
案，从线上至线下为中国内地的广大民众及中小企业客
户提供优质及全面的贷款服务。

公司使命
秉承「以客为尊」之服务精神，为客户提供最专业、创新
及多元化的贷款服务，满足任何财务需要，让客户时刻
享受无忧的理想生活。

公司願景
凭借领先优势，将最新金融科技融入贷款服务中，创
造无限可能；为客户打造崭新、安全便捷之贷款新体验，
成为一间卓越之综合信贷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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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行網絡覆蓋港九新界各優越地段
UA首间分行早于1990年代初于旺角惠丰中心开业, 其后短短数年间分别进驻港
岛及新界区。时至今天, UA拥有全港最强分行网络, 合共高达48间分行已全面覆
盖港岛、九龙及新界各优越地段, 方便客户随时亲临分行与客户服务主任面谈。
 
除了庞大分行网络, UA亦持续将最崭新之金融科技融入业务当中, 为客户提供最
创新、灵活及便捷之全方位贷款服务及平台, 包括2000年全港首创之「i-Money
网上钱」私人贷款及2012年首创之「NO SHOW」私人贷款, 以至2020年推出之
升级版「YES UA」手机应用程式之「一Click即借」贷款服务。无论何时何地, 线上或
线下, UA皆可以24x7为客户解决任何贷款需要, 让客户可以松一口气。
 

中國內地業務拓展至全國十五個主要城市
2007年7月, UA中国大陆第一间分行于深圳华强北开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及凭
借母公司亚洲联合财务的雄厚资金支持下, 亚联财小额贷款的业务版图已遍及全国
十五个主要城市包括深圳、沈阳、重庆、天津、成都、云南(昆明)、大连、北京、武汉、
上海、褔州、哈尔滨、南宁、青岛及济南。
 
随着中国大陆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及客户生活习惯的转变, 亚联财积极拓展完善及便
捷之线上贷款平台, 2017年推出的「亚联财点指贷」及「微信小程序」, 为全国客户
带来崭新及更方便的网上小额贷款服务, 同时透过大数据之收集及分析, 更深入了
解市场趋势及客户需要, 提供最灵活及更个人化之贷款服务。



行政總裁致辭
亚洲联合财务(「UA」)一直致力为客户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信贷服务, 自1993年成
立以来, 本着「以客为尊」之服务理念, 一直与时并进, 紧贴科技及时代发展, 不断创
新领前, 为不同背景及阶层的客户提供既专业又灵活及最便捷的多元化信贷服务; 截
至2020年, UA已服务超过570,000位香港市民。这些年来, 能够获得市场及广大客
户的认同及支持, 绝对是对我们过去一直的坚持及努力之最大鼓励。

UA多年来不断走在行业前沿, 开创业界先河, 首创多种崭新贷款产品, 如早于2000
年推出之「i-Money网上钱」, 就是全港首创之网上贷款服务。于2020年, UA再创
业界先河, 推出升级版「YES UA」APP之「一Click即借」服务, 为全港首家成功支援
实时身份验证, 包括新版香港智能身份证, 为客户带来耳目一新的手机贷款新体验。

中国内地发展方面, 2007年UA于深圳开设「深圳市亚联财小额信贷有限公司」, 对
象为一般消费者及中小企业经营者, 其后于2012年易名为「深圳亚联财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亚联财」)。至今, 亚联财之服务已扩展至全国十五个主要城市。近年来, 配
合资讯科技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亚联财积极发展电子及网上平台, 从线上至线下为
中国内地的大众市民及中小企业客户提供优质及全面的贷款服务。

未来日子, UA将继续紧贴最新金融科技发展及市场趋势, 以科技融入以不断优化贷
款服务, 为客户提供突破时间、空间及地域限制之完美贷款体验, 让他们随时随地松
一口气, 时刻无忧享受理想生活。

5

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
長原彰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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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備用現金

公司發展歷程

● 日本企业伊藤忠商事
株 式会 社( I TO C H U 
Corporation) 透过其
附属机构注资UA, 成
为UA股东之一

● 成立「电子信贷部」

● 全 港 首 创 网 上 私 人 贷 款
「i-Money网上钱」; 「e-Cash
循环备用现金」同年推出

● 推出「业主贷款」(现名「业主
特惠贷款」), 为各业主提供灵
活方便之贷款服务

● 新 鸿 基 有 限 公 司 收 购
联合集团持有亚洲联合
财务之权益, 成为亚洲
联合财务之控股公司

● UA正式进军中国大
陆市场, 开设「深圳
市亚联财小额信贷
有限公司」

● 推出物业贷款服务,
首创 一 按、 二 按 及
加按套现贷款产品

● 「香港持牌放债人公会」
正式成立, UA董事总经
理及行政总裁长原彰弘
先生为创会主席

● 联合集团及长原彰弘先生共同
拥有之联营公司收购日本国际
金融有限公司, 并更名为「亚洲
联合财务有限公司」(「UA」)

● 首创「债务/咭数一笔清」

咭數
1筆清

● 推出UA「一Click即借」
手机应用程式                                                   

●  亚联 财与银联商务正式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 亚 联 财 之「点 指 贷」及
「亚联财POS贷」正式上线

● 推出升级版「YES UA」手机贷款应用程式, 为全港首家
支援认证2018年最新版香港智能身份证贷款服务之财务
公司, 「一Click即借」为客户提供极速手机贷款新体验

● 推出全新「YES, UA! 智能柜员机」24×7自助贷款服务

●  亚联财与中国外贸信托及嘉联支付展开合作关系

● 长原彰弘先生获「资本杂志」
颁发「资本杰出领袖」殊荣

● 「亚联财」累积发放小额贷款
突破人民币100亿元

● 长原彰弘先生获香港中文
大学颁授荣誉院士, 以表
扬其对中文大学、 社会及
香 港 个人信 贷 业 之 卓 越
贡献

● 亚联财之业务及分行成功
扩展 至 全 国 十 五个主 要
城市

●  亚联财微信小程序上线

●  亚联财与通联支付及金碟
(股票代码：0268.HK)签 署
合作协议

● 成立「金融科技及创新部」,
为业内首家开设相关部门之
私人贷款机构

● 推出全新「YES UA」手机应
用程式, 新增人脸和指纹辨识
功能

● 首家提供循环备用现金连接
「转数快」24小时贷款服务

1993

● 日本跨国企业欧力士集
团透过其全资附属机构
注资UA, 成为UA股东
之一*
* 欧力士集团于2019年将全数

股权转让予UA其他股东

1995 1996

1997 1999

2000 2006

2007 2013

2015

2020

2019

2016

2017

2018

2012

● 首创「NO SHOW」私人贷款

● 亚联财小额信贷易名为「深圳
亚联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亚联财」)

私人貸款



貸款服務
自成立以來, UA首创多项灵活方便之贷款服务, 配合多元化贷款平台, 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网上、
电话以至遍布全港之分行网络, 为客户提供最专业之财务管理方案, 满足任何贷款需要, 让他们时
刻享受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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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贷款清咭数

● 集中还款悭利息

● 弹性还款期数

● 弹性利率, 度身订造

咭數
1筆清

● 一个电话现金到手

● 无须露面, 无须提供证明文件*

● 一星期7日专人为你办妥*

首創首創首創

首創首創首創

首創首創首創

私人貸款

* 客户须符合相关信贷条件, 否则或需  
  亲临分行提供有关文件。

● 全港首创网上私人贷款

● 24x7全程网上办妥

● 星期六、日照批照过数#

# 适用于办公时间内, 公众假期除外；而实  
  际转账日子须按个别银行转账服务时间  

   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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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批核, 无限次使用

● 信贷额随每次还款后自动调整

● 利息逐日计算, 未动用之信贷额免收利息

● 经电话、网上或手机APP指示, 现金24小

时即揿即过数

循環備用現金

● 无须抵押, 手续简便

● 欢迎各行各业以个人或公司名义申请

● 弹性还款期长达60个月

● 灵活选择分期或循环贷款形式

● 手续简便, 只须香港身份证及

税单即可申请贷款

● 代辨交税, 准时无误

● 超大额私人贷款, 无须抵押

● 不限物业用途及类型

● 由申请到过数最快24小时完成

● 灵活选择分期或循环贷款形式

小商務



循環備用現金

2019年1月, UA正式成立金融科技及创新部, 以积极行动及资源投入金融科技以提升贷款服务； UA为业
内首间开设相关部门之私人贷款公司, 可見我们锐意紧贴最新金融科技, 无间断提升及优化贷款服务质素。

自1993年成立以来, UA一直本着「以客为尊」之服务理念及与时并进之创新精神, 紧贴时代及科技发展,
走在行业前沿, 多年来首创及推出不同崭新贷款产品。早于2000年, UA已洞察到互联网势将成为未来发
展之核心趋势, 与社会及生活缔结不可分割之关系, 首创无须露面, 由申请、批核至过数全程网上办妥之
网上私人贷款「i-Money网上钱」, 为全港首间提供网上贷款服务之财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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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金融科技

Fintech - Financial Services
United Asia Finance Limited

● 成立「金融科技及创新部」, 为业内首家开设相关部门之私人贷款机构

● 推出全新「YES UA」手机应用程式, 新增人脸和指纹辨识功能

● 全港首家提供循环备用现金连接「转数快」, 备用现金24小时即转即有

● 推出升级版「YES UA」手机应用程式, 为全港首家支援包
括新版香港智能身份证均可实时身份验证之财务公司； 其
「一Click即借」手机贷款为客户提供极速手机贷款新体验

● 推出全新「YES, UA! 智能柜员机」24×7自助贷款服务

● 获「2020卓越科技大奖 - 金融科技(金融服务)」荣誉

2020

2019

●  UA「一Click即借」手机应用程式推出                                      2015

●  电子信贷部成立

●  全港首创网上私人贷款「i-Money网上钱」

●  推出「e-Cash循环备用现金」

2000



$
亚联财根据客户类型、资金用途的不同, 为广大小微企业及市民提供信用类、抵押类及平台商户类三类贷款产品。近年来, 随着
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客户习惯的转变, 亚联财适时推进数位科技营销策略, 推出亚联财「点指贷」APP及微信小程序, 提供
24x7全线上贷款服务, 并与遍布全国十五个主要城市的线下服务网点实现无缝连结, 客户仅需动动手指, 即可轻松获得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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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貸款

无论你有什么金钱上的需要, 如现金周转、换新

车、装修、进修或旅游等,「薪易贷」都能为你提

供简便的个人贷款服务, 只要你有薪资证明, 轻

松获得贷款, 快人一步, 理想实现！

无论各行各业, 无论规模大小, 无论扩充运营或

周转应急,只要你是生意人,「生意贷」均能为你

提供免抵押和免担保的信用贷款。线上线下均可

申请, 轻松获得贷款, 快人一步, 抢占先机！

「楼易贷」为拥有房产的你, 提供最灵活方便的信

用贷款服务。无需抵押, 申请手续简便, 贷款额

高。只要你是业主, 无论按揭与否, 无论线上或

线下, 轻松获得贷款, 快人一步, 实现理想！

「车主贷」为身为车主的你提供便捷的信用贷款

服务, 无需抵押车辆, 贷款手续简便。不论线上

或线下, 轻松获得贷款, 让你坐享灵活资金。

解一时之需, 赢无限商机。「企业贷」为各类中

小微企业度身定制最便捷的信用贷款服务。无需

任何抵押担保, 快速审核放款, 助你的企业抢占

市场先机。只要你是企业法人, 无论线上线下,

轻松获得贷款, 快人一步, 实现理想！

● 免抵押   ● 免担保

國內提供的貸款服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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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意拓展还是大额资金周转, 「房押贷」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为你量身

打造专业及高效的个性化抵押贷款服务。只要你有房产证明, 现金即时到手,

坐享创富商机！

「车押贷」为有车一族提供快捷的车辆抵押贷款服务, 无论新车或二手车, 只要

你是车主, 均可便捷办理, 快速放款, 让你拓展机遇！

与银联商务及通联支付等知名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 针对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全国商户和个人提供

生产经营类信用贷款, 手续简便，额度更高, 24x7线上申请, 即时审批放款。

开业贷富金贷 富嘉贷富通贷富商贷

抵押貸款

平台商戶貸款



國內創新金融科技發展
中国内地的电子网络及智能手机普及性很高, 亚联财除了一直紧贴市场步伐,
更紧贴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 拓展数码渠道满足客户需求, 推出多种手机及
流动装置的小额贷款方案；与此同时, 亚联财积极加强与具影响力的第三方
支付机构合作, 利用大数据为广大客户提供贷款服务, 拓宽客源之余, 亦致力
为客户打造更个人化之合适贷款方案, 全面解决不同贷款需要。

展望未来, 亚联财将以更开放及创新的姿态, 继续紧贴市场, 无惧挑战, 秉
承「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 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便捷的融资服务, 力争成为
全国小额贷款行业的领军品牌。

2017年亚联财推出了全新「亚联财点指贷」手机应用程式
及「微信小程序」, 为大力推进网上平台战略的一项重要举
措, 这个平台为全国客户带来崭新而方便的网上小额贷款
服务外, 更透过大数据之收集及分析, 从而更深入了解市
场趋势和客户需要。

「点指贷」提供24x7全线上贷款服务, 提供身份验证、资料
上传、进度查询、征信授权、线上签约放款及一键还款等全
流程线上服务, 更与遍布全国十五个一线城市的线下服务网
点实现无缝连结, 客户仅需动动手指, 即可轻松获得贷款。

12

點指貸



國內戰略及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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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与银联商务展开合作

银联商务是国內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为商户提供
专业化、全方位的综合支付与信息服务。银联商务以
商户行为及其业务经营数据为基础, 在商户与银行、
基金、证券及保险等金融机构之间搭建了便捷、高效、
安全可靠的「天天富」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银联商
务在线上贷款研发及运营方面已与多家银行机构达
成合作, 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

● 2018年6月与通联支付签署合作协议 

通联支付网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通联支付」）
成立于2008年10月, 目前为超过200万的商户提供
基础支付和其他综合金融服务, 在全国范围布放超过
220万台POS终端机, 为国内头六家年交易量为万亿
级别的大型全国性支付机构之一。

亚联财「富通贷」是一款针对通联POS收单和专业化
服务商户的生产经营信用贷款产品, 为其提供全在线
之一站式贷款服务体验。

● 2018年10月与金碟签署合作协议

深圳金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金蝶金融」）是金
蝶软体旗下数据金融平台, 旨在利用金蝶集团积累的500万
小微企业客户及企业资源系统, 有效地连接金蝶企业客户与
金融机构, 并帮助金融机构快速了解企业真实运营状况进行
贷款审批。

目前, 亚联财与金蝶金融有限公司旗下「智慧记」APP合作,
由金蝶向亚联财引流推荐客户, 客户可在相关APP打开亚联
财自主开发的页面进行注册及贷款申请。

● 2020年5月与中国外贸信托签署合作协议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外贸信托」）成
立于1987年, 是中国信托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之一, 现为中
化资本成员企业, 实际控制人为世界500强之中国中化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外贸信托聚焦小微金融、产业金融、资本市场及财富管
理四大业务领域, 拥有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资产证券化特
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大宗交易系统合格投资者、银行间同
业拆借市场同业拆借业务、固有资产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股
指期货交易业务、受托境外理财业务（QDII）、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资格、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基金业协会
观察会员等资历。

● 2020年7月与嘉联支付展开合作

嘉联支付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授予《支付业务
许可证》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专注于为企业使用者提供收
单服务和向个人用戶提供个人支付服务, 同时还积累了丰
富的第三方支付运营经验, 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具体业
务包括: 商户收单、支付金融及科技金融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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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香港業務）
自1993年成立以来, UA一直以审慎的态度处理风险管理相关工作。UA深信
良好的风险管理对保障客户利益、负责任借贷及业务持续发展各方面均有莫
大裨益, 亦有助成功在风险控制及业务回报上达至最佳平衡。
 
UA采用严谨且精密的风险管理系统, 有效地综合管理已识别之重大风险。于UA
公司管理层之监督及指导下, UA之内部风险控制模式建基于「三道防线」, 以明
确的角色及职责、职权划分以及业务运营中之承担。「三道防线」架构有效建
立相互分离的防线, 层层把关, 将风险降至最低。
 
UA全力监督不同领域的风险包括公司财务、商业战略、日常业务运营及法规
管治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 作为信用评级机构的成员之一, UA于信贷审核
过程中, 透过与可靠之第三方信贷资料机构提供之信贷等级资料及数据, 更
充分掌握及协助验证客户资料, 以作有效之信贷风险评估, 将内部风险程度
降至最低。此外, UA致力避免可能导致商誉风险之营商手法, 力求在符合相
关法例及法则下持续稳健地营运。第1道

防線
・ 业务单位
・ 自主控制

第2道
防線

・ 风险管理单位
・ 管理及监控

第3道
防線

・ 稽核單位
・ 执行独立稽核

風險管理三大防線



壹通
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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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國內業務）
近年來，亚联财紧贴政策导向与科技发展脉搏, 加快金融科技的投入及发展步伐, 持续
探索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慧等前沿科技与金融业务的融合与应用。于2020年, 亚联
财利用业界主流的SAS系统与多年来积累的业务数据对接融合, 成功推出全新研发之
线上大数据风控系统—亚联财「壹通天眼」。
 
「壹通天眼」大数据风控系统根据亚联财业务发展需要整合业务数据, 确保数据的高效
获取和及时更新, 构筑与亚联财贷款业务匹配的数据集市。资料集市将满足市场推广、
运营、客服等部门及用户的需求，使相关业务人员能及时分析相关资料, 回应业务场景
及需求, 并通过数据采撷及AI智慧来降低运营成本, 提升风控成效, 优化公司建模及决
策部署能力, 实现智慧风控、智慧行销及智慧运营等功能。同时, 此系统有助亚联财满足
相关法律法规中提及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
产生的个人数据和重要资料应当在境内存储的规定。
 
通过「壹通天眼」之精准风险分析, 亚联财可以更全面地将风险控制嵌入客户选择的过程,
不仅有助降低放贷风险, 还能提升客户体验度, 同时可有效地缓解小微企业与个人融资难、
贵、慢等问题，建立贷款市场良性循环, 把普惠金融做到极致。
 
未来, 亚联财将不断升级及优化「壹通天眼」大数据风控系统, 提升公司在行业的竞争力,
以金融科技驱动业绩持续增长, 建立资料驱动型的高效发展模式, 实现管理提升、运营
优化及风险管控的三大目标。



UA致力对不同种族提供公平就业机会及开启多元文化工作空间,
成就更全面的公司文化, 于2019年荣获《平等机会委员会》邀请
签署「种族多元共融雇主约章」。UA将继续秉承支持提供平等机会
及和谐共融的工作间之精神，发挥源于员工多元化背景以及掌握不同
技能的优势, 为社会展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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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獲邀參與「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

UA一直致力推动社会资本理念, 以促进经济繁荣及建构充满人
情味的共融社会, 于2020年度获颁发「2020-22社会资本动力奖」
以兹嘉许。「社会资本动力奖」由劳工及福利局社区投资共享基
金主办, 目标是嘉许对香港社会资本发展有卓越贡献的企业, 提
倡企业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并鼓励个人、企业及社会各界共同合
作建立香港的社会资本。

榮獲「2020-22社會資本動力獎」

獲頒「15年以上商界展關懷」標誌
UA由2005年至今, 一直大力支持各类型慈善公益活动, 每年透过无
间断与各社福机构紧密合作, 让员工身体力行参与各项公益活动,
旨在履行社会企业责任, 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于履行社会企业
责任及投入公益方面屡获肯定, 于2020年我们再次通过评估, 连续
十五年获得「商界展关怀」标志, 获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頒发「15年以
上商界展关怀」标志。

UA重视人才培训及发展, 于2012年已获雇员再培训局嘉许为「人
才企业」。2020年, 我们参与并全力支持「后50・实习生计划」,
聘请「后50实习生」于不同部门进行「实习」, 协助他们装备工作
技能和调整心态, 透过参与实习, 掌握就业市场现况, 以应付日
后的挑战。

「後50・實習生計劃」

UA一直深信建立「开心工作间」可令员工更投入工作, 更富有自
发的创新精神, 带来更优质的顾客服务, 而有关成绩更备受肯定,
获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及香港提升快乐指数基金合作頒发「开心企
业」标志奖。

榮獲「開心企業」標誌

UA连续两届荣获劳工处邀请参与「好雇主约章」并得到劳工处肯
定, 颁发交证书和标志, 我们一直深信建立良好人事管理方法有
助员工更投入工作, 更富有自发的创新精神, 带来更优质的顾客
服务。雇员雇主双方都可以互惠互利, 达致双赢。

榮獲「好僱主約章」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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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的企业义工团队于2015年成立, 成立目的是
希望集合众员工的爱心与力量, 并在公司董事
总经理及行政总裁长原彰弘先生的领导下, 推行
不同类型的义工服务, 帮助社会上更多有需要
的人士。施比更有福！成立至今受惠人士已经
超过2,000人, 服务时数超过4,000小时。

企業義工團隊
UA连续三年赞助圣雅各福群会举办的慈善跑
及摊位活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回馈社会。
透过支持及参与筹款的慈善跑及摊位活动, 释
出爱心, 帮助社会上有需要人士, 扶贫帮困；同
时并可藉此机会宣扬运动有助身心健康, 实在
别具意义。

積極贊助慈善活動
除了支持各类型慈善公益活动外, UA对年青人
的需要也同样重视。自2006年, 我们开始参与
由「青年企业发展局」举办之「商校伙伴计划」,
与不同的学生进行互动及分享彼此的经验, 计
划及核心价值观。而活动项目之一的「商校家长
点创计划」, 透过我们的企业员工与学生的互
动, 让学生有机会了解社会发展, 装备自己面对
未来的挑战，成为日后具备竞争力的生力军。

支持青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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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殊榮  (亞洲聯合財務)

最佳开拓客源广告奖(优异) 2015 - 2017
最佳搜寻推广广告奖(杰出) 2019 - 2020

好雇主约章
2018 – 2020

「最佳手机平台应用 - 金融服务」铜奖
2021

卓越私人信贷服务品牌
2021

种族多元共融雇主约章
2019

资本杰出领袖 – 长原彰弘先生
2013

金融科技卓越大奖 – 金融科技(金融服务)
2020

Fintech - Financial Services
United Asia Finance Limited

资本卓越信贷财务公司
2010 – 2020

卓越企业嘉许状
2016 – 2017, 2019 – 2020

15年Plus「商界展关怀」荣誉

ERB 人才企业
2012 – 2020

「开心企业」标志
2017 – 2021

「企业组别」及「义工队组别」嘉许标志
2016 – 2020

2006 – 2018

「最佳商校伙伴奖」「优秀企业精神奖」
青年企业发展局 – 商校家长计划

最佳搜寻引擎行销(金奖)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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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殊榮  (亞聯財小額貸款)

「突出社会贡献奖」(成都亚联财) 
2019

「A级小贷公司」(成都亚联财) 
2018 – 2019

「资本中国杰出小额信贷公司」
2009 – 2019

「全国优秀小额贷款公司」(南宁亚联财) 
2018

「黑龙江省优秀小额贷款公司」
2016

「全国优秀外商投资企业 – 双优企业」
20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服务业品牌」(南宁亚联财) 
2018

「中国五星小贷公司」(云南亚联财)
2013

「中国小微金融年度人物」– 长原彰弘先生
2012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竞争力百强」
2012 – 2013

「最佳小额贷款公司」(成都亚联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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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核數師 法律顧問

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胡百全律师事务所

主要往來銀行

商業伙伴

 

通联支付网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Dell Technologies

嘉联支付有限公司 深圳金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环联资讯有限公司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VMware Hong Kong Limited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富邦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

瑞穗银行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香港分行）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台新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38號

聯合鹿島大廈21樓

電話：2681 8888

傳真：2681 8899

網址：www.uaf.com.hk

深圳亞聯財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濱河路與香蜜湖路交匯處

天安創新科技廣場(二期)20樓西2003&2005

電話：(0755) 8829 2000

傳真：(0755) 8829 2020

網址：www.uaf.com.cn

 放債人牌照號碼:0901/2020

感謝您的關注。如欲洽談任何業務和合作機會，歡迎透過以下聯絡方式與我們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