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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Caroline Silver 加入 Adobe 國際顧問委員會，
協助金融服務業加速革新和轉型

香港 — 2021 年 7 月 8 日 — 如今，數碼化是企業的必經之路。當企業都在競相尋求在數碼經濟時代蓬勃發展的

新途徑時，新冠疫情加速了其在數碼技術方面的投資，為客戶提供個人化服務更成為企業在這數碼時代航行的重
要依托。

為了向行政級別的客戶提供來自行業領袖的更多視角，Adobe (Nasdaq:ADBE) 於 2021 年初成立了國際顧問委員

會。近日，Adobe 又宣布擴大規模，任命全球獨立投資銀行 Moelis & Company 的顧問合夥人 Caroline Silver 為

委員會成員。Adobe 國際顧問委員會匯集了全球備受尊崇、專注於國際市場的領導者，他們在應對顛覆性變革、
領導私營和公營機構的數碼轉型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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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Caroline Silver 加入 Adobe 國際顧問委員會。
國際顧問委員會由 Adobe 國際業務總裁 Paul Robson 擔任主席，其使命在於支援客戶制定並實施數碼轉型策略，
協助他們在數碼經濟時代取得成功。

Caroline Silver 擁有 30 多年的國際投資銀行經驗，在為歐洲客戶和監管機構提供諮詢方面同樣經驗豐富。加入委

員會後，她將以全球視野協助 Adobe 客戶快速融入數碼為先的世界，並實現蓬勃發展。Caroline 曾擔任美銀美林

集團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投資銀行副主席，以及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投資銀行全球副主席一職。她目前在保柏 (BUPA)、PZ Cussons、美捷特集團 (Meggitt PLC) 和美國洲際交易所集

團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nc.) 擔任董事職務，同時也是洲際交易所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nc.) 子公司

歐洲結算所 (ICE Clear Europe) 的董事會主席。

Adobe 國際業務總裁 Paul Robson 表示：「當今大多數首屈一指的企業正在通過新的合作和技術進行創新，越來

越多地向同行、新進入者和其他行業的領導者借鑑思路，以建立有意義且相關的客戶聯繫。就金融服務企業而

言，他們正在迅速發展其數碼化策略，在遵守管治和監管要求的同時，提供卓越的客戶體驗。Caroline 作為國際

知名投資銀行家，她的經驗和聲譽將為 Adobe 客戶賦予更多價值，協助他們為未來的商業模式奠定穩固基礎。」
Adobe 的客戶包括多個世界知名的大型企業，以及領先的金融機構，如 TSB 銀行、桑坦德銀行 (Santander)、匯

豐銀行 (HSBC)、國民西敏寺銀行 (NatWest)、Co-operative Bank、英國法通保險公司 (Legal & General)、瑞士百

第 3 頁/共 4 頁

Caroline Silver 加入 Adobe 國際顧問委員會，協助金融服務業加速革新和轉型

達銀行 (Banque Pictet)、凱克薩銀行 (CaixaBank)、渣打銀行 (Standard Chartered)、CSS Versicherung、西太平

洋銀行 (Westpac Bank)、HESTA 養老基金 (HESTA) 和索尼銀行 (Sony Bank)。

Caroline 在談及任命時表示：「過去一年裡，每個企業都著眼於長期數碼化的策略，金融服務企業更是如此。客

戶對他們的期望前所未有的高漲，行業中的創新型新進入者也在不斷提高數碼體驗的門檻。Adobe 已經為世界上
許多大型銀行和企業奠定數碼化基礎，我期待協助更多企業制定策略，讓他們在數碼經濟中實現業務增長並蓬勃
發展。」

Adobe 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

•

•

•

•

•

•

Barbara Kux：漢高 (Henkel) 和格羅夫納集團 (Henkel and Grosvenor Group) 監事會成員，著名香水及

香料公司芬美意 (Firmenich) 董事會副主席，以及前西門子 (Siemens) 董事會成員。

Baudouin Prot：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行政總裁兼主席，開雲集團 (Kering) 、Finastra 和阿爾斯

通 (Alstom) 的董事會成員，以及波士頓顧問集團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高級顧問。

Caroline Silver：Moelis & Company 顧問合夥人，美銀美林集團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前歐

洲 、中東和非洲地區投資銀行副主席以及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投資銀行全球副主席。

Dieter Zetsche 博士：途易集團 (TUI AG) 董事長，前戴姆勒 (Daimler AG) 董事會主席以及旗下汽車品牌

Mercedes-Benz 的負責人。

竹中平藏 (Heizo Takenaka) 博士：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家、教授，全球安全研究所 (Global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所長，日本保聖那集團 (Pasona Group, Inc) 董事長，以及前日本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
臣。

Nigel Hinshelwood：勞埃德銀行 (Lloyds Bank Plc) 和蘇格蘭銀行 (Bank of Scotland Plc) 高級獨立董

事 ，北歐銀行 (Nordea Bank) 非執行董事，勞埃德倫敦技術和轉型委員會成員。曾任匯豐英國 (HSBC

UK)總裁以及匯豐銀行 (HSBC Bank plc) 副總裁。

Patrick Allaway：昆士蘭銀行 (Bank of Queensland) 主席，Dexus Funds Management Ltd 以及安聯澳

洲保險公司 (Allianz Australia) 非執行董事。

Adobe 國際顧問委員會於 2021 年 3 月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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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dobe 的國際業務涵蓋歐洲、中東和非洲、亞太和日本，遍布 160 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將近 10,000 名員工。作為

創意、數碼文檔和客戶體驗管理領域的市場領導者，Adobe 為進一步擴大業務發展做好了充分準備。Adobe 已公
布第二季業績，請瀏覽此處了解更多。
關於 Adobe

Adobe 致力通過數碼體驗改變世界。查詢詳情，請瀏覽公司網站：http://www.adobe.com/hk_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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