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季讯 
(2008 年 4 月至 6 月)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季讯 
(2008 年 4 月至 6 月) 

  

 季度讯息 
 公会活动预告 
 最新出版刊物 

 

季度讯息 
 

1. 毕业学员聚会 
 
4 月 8 日，公会在香港举办了“毕业学员聚会”，公会会

长沈施加美女士及副会长兼中国事务及会员委员会主

席魏伟峰先生向各位新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部分

公会资深会员亦参加了此次集会并与新毕业学员进行

了交流。 

 
2. 公司规管最新发展研讨会 （ACRU） 
 
5 月 9 日，公会一年一度的公司规管最新发展研讨会 
（ACRU）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顺利举行。出席此次会

议的本会会员，会计及法律界的专业人士逾 800 位。香

港证监局、香港交易所、公司注册处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官员就最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向与会者做了介绍。 
 

 
 
3. 公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代表拜访杭州 
 
5 月 11 日，公会理事兼中国事务及专业发展委员会副

主席吴德龙先生与中国事务、教育及考试总监刘翠薇女

 士等一行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助

理，浙港中心主任，企业支持培训中心主任在杭州

会面，共同探讨了双方在各方面的合作事宜。当日

下午，公会代表亦拜访了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浙

江上市公司协会领导互通了双方最新发展，探讨了

董事会秘书及特许秘书专业发展及双方可开展的

相关合作事宜。 
 

 

 
 
4. 20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公司治理

(OECD) 圆桌会议  
 
5 月 13 日至 14 日，由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

世界银行主办，香港特许秘书公会，香港证监会，

香港会计师公会及香港董事学会协办的“2008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公司治理圆桌会议”在九龙

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关联交易”，会议重点介绍了亚

洲地区公司治理的最新发展，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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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治理准则及其应用情况，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的

作用及相关交易的披露、批准与董事会信托责任及股东

赔偿等问题，并就相关题目进行了圆桌讨论。 
 
来自亚洲地区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与监管机构、专业

团体，银行业、上市公司及私营公司等方面的代表出席

了会议。中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童道弛博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治理中心主任鲁桐博士等内地监管机构与研究

机构代表应邀出席并发表了演讲。 
 

 
5. 公会代表应邀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8 年中

国上市公司百强公司治理研究报告新闻发布会 
 

 
 
5 月 24 日下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司治理中心的邀

请，公会副会长兼中国事务及会员委员会主席魏伟峰先

生及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先生出席了在北京长

富宫饭店举行的 2008 年中国上市公司百强公司治理研

究报告新闻发布会，魏伟峰先生代表公会在发布会上致

辞并介绍了世界公司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公会的专业

对策。 
 
6. 公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对于 5 月份发生在四川的大地震震后救灾工作，公会除

积极组织公会会员及秘书处员工进行捐款外，公会理事

会亦在 5 月 27 日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同意通过以公会名

义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港币五万元以支持灾后重

建工作。 
 
 

 7. 联席成员第 12 期 ECPD 讲座 
 
5 月 29 日至 30 日，联席成员第 12 期 ECPD 讲座在

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关联交易”，本会联席

成员、会员、内地境外上市公司及拟在境外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与高管人员、内地国

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等有关政府部门和专业机

构的代表共计约 70 余人出席了此次讲座。 
 

 
8. 香港会员青岛交流团 
 
6月 4日至 8日，15位香港会员参加了公会组织的“会
员青岛交流团”。此次活动中，会员们对以下机构进

行了拜访与调研： 
 - 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青岛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 青岛地税局 
-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青岛高校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期间，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先生、公会

会籍服务总监黄雅丽小姐与各监管机构代表就今后

访问交流与联合培训等事宜进行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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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07 年 12 月考试通过率分析 
 

本会对2007年12月份考试成绩的分析已结束，以下为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与学位应试者的通过率对比： 
 
科目 相关工作经验 相关学位 
香港财务会计 92.31% 15.38% 
香港税务 58.71% 38.10% 
香港公司法 81.13% 64.15% 
战略与运营管理 85.71% 7.14% 
企业治理 69.57% 60.87% 
企业管理 91.53% 61.02% 
公司财务管理 87.50% 87.50% 
公司秘书实务 92.75% 68.12% 

 
 

公会活动预告 
 
1. 联席成员第 13 期 ECPD 讲座 
 
日期：2008 年 7 月 17 至 18 日 
地点：杭州最佳西方梅苑宾馆聚贤厅（杭州莫干山路

511 号） 
主题：董事会的有效运作之公司管治实务 
邀请对象：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席成员、会员、内地

境外上市公司及拟在境外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与高管人员、内地有关政府部

门和专业机构的代表 
报名咨询： 
香港办事处 (852) 2881 6177 
北京代表处 (86-10) 6641 9368 
电子邮箱: hkics-bro@vip.163.com 
 
2. 公司治理研讨会 – 2008 
 
日期：2008 年 9 月 12 日至 13 日 
地点：香港金钟道 88 号太古广场万豪酒店 
主题：公司管治 – 企业风险 
报名咨询： 
香港办事处 (852) 2881 6177 
北京代表处 (86-10) 6641 9368 
电子邮箱: hkics-bro@vip.163.com
 
注：本研讨会备有普通话同传翻译。 

 3．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管治研讨班 
 
日期：2008 年 9 月 17 至 22 日 
地点：香港中环遮打道 3A 香港会所大廈 15 楼香港科

技大学商学院 
邀请对象：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席成员、会员、内

地境外上市公司及拟在境外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与高管人员、内地有

关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的官员 
 

最新出版刊物 
 
1. 《指引说明 6 – 内幕交易 – 第一部分》
 
此指引旨在阐述内幕交易的方方面面，以使读者加

强对内部交易这种错误行为的理解与认识。 
 
2. 《反洗黑钱及反恐怖主义融资指引》 
 
反洗黑钱与反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两大挑

战，特许秘书需具备最新的相关知识以确保更好的

为公司服务。 此指引介绍了如何发现洗黑钱及恐怖

主义融资活动，如何避免入此种活动及如何举报疑

洗黑钱及恐怖主义融资行为。 
 
以上刊物电子版本均可由公会网站下载： 
www.hkics.org.hk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络方式 
 
香港办事处： 
地址：香港中环都爹利街 8 号香港钻石会大厦 3 楼
电话：(852) 2881 6177 
传真：(852) 2881 5050 
电子邮箱: bro@hkics.org.hk 
 
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 129 号 

金隅大厦 1014 – 1015 室 
电话：(86-10) 6641 9368 
传真：(86-10) 6641 9078 
电子邮箱: hkics-bro@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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