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季讯 
（2016 年 4 月至 6 月） 

 

 

2016 年深圳与成都地区董事会秘书圆桌会议 

2016 年 3 月 31 日及 4 月 1 日，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公会）

分别于深圳和成都举办了 2016 年地区董事会秘书圆桌会

议，公会会长谭国荣、副会长高伟博士、前任会长魏伟峰

博士、总裁孙佩仪及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分别出席。

逾 50 名来自深圳和成都以及重庆地区的董事会秘书、高

管及监管机构代表出席会议，就‘董事会秘书如何在复杂的

资本市场环境下确保上市公司安全’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并分享了各自的经验/观点。 

 

公会副会长高伟博士为深圳与成都两地的参会者介绍了公

会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完成的调研报告《风险管理–

香港新常态观察》。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承办了深圳与成都地区会议，公会对以上两家公司及

诸参会者对公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第四十期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ECPD）讲座 

2016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公会在洛阳举办了第四十期

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为「风

险管理与治理管控」，逾 130 名来自 H 股、A 股、红筹股

等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讲座。 

 

公会副会长高伟博士为参会者介绍了公会与毕马威会计师

事务所合作完成的调研报告《风险管理-香港新常态观察》。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上协）副秘书长何龙灿围绕着董事

会运作调研报告与参会者分享了良好公司治理实践理论和

经验。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部政策

及秘书服务组副总裁彭京玲就港交所发布的《环境、社会

及管治报告指引》进行了演讲，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黄文生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谢兵分别就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品牌建设

以及 A+H 股公司内幕信息披露实务分享了各自的实践经

验与心得, 来自专业机构的几位资深专家也分别就主题相

关议题与参会者进行了分享。 

公会副会长高伟博士和公会总裁孙佩仪向深圳董秘圆桌会议 

代表赠送纪念品 

     公会会长谭国荣向成都董秘圆桌会议代表赠送纪念

品 

 

公会会长谭国荣向深圳董秘圆桌会议代表赠送纪念品 

成都董秘圆桌会议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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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得到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一拖集团、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英国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

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公

会对以上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特许秘书专业及香港公开大学企业管治研修班说明会  

为协助现有董事会秘书及相关执业人员（或拟从事此职业

之人士）持续提升专业技能，获取特许秘书资格，公会透

过香港公开大学举办的企业管治研修班（远程学习平台加

面授）课程将于2016年9月上旬开课。修完课程可申请获

香港公开大学企业管治硕士课程学分并可申请获取相应硕

士学位，同时，如符合公会相关要求，可申请特许秘书专

业资格（IQS）考试的全部豁免。 

 

2016年4月27日与5月18日，公会分别在洛阳与上海举行了

‘特许秘书及香港公开大学企业管治研修班说明会’，共有44

名董事会秘书及相关从业人员参加。 

 

公会总裁孙佩仪、教育考试总监黄雅丽、香港公开大学以

及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代表在上海说明会上分别为参会者介

绍了特许秘书资格及 IQS 考试豁免政策、香港公开大学企

业管治研修班及相关安排，说明会还特别邀请了公会三位

会员与参会者分享了学习及从业经验。 

 

在洛阳说明会上，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先生及

高级经理王海霞女士分别介绍了特许秘书专业及企业管治

研修班课程。  

 

此课程面授地点设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开课时间：2016 年 9 月上旬。如需

课程咨询，请与公会北京代表处李女士联系，联系电话：

010-66419368-228。 

 

 

 

教育考试总监黄雅丽 

公会总裁孙佩仪 

公会副会长高伟博士、公会总裁孙佩仪与讲座各方代表合影 

讲座现场 

说明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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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业知识评审考试（ International Qualifying 

Scheme） 

201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公会在香港、北京与上海

同步举行了上半年度 IQS 考试。此次考试成绩将于本次考

试结束后的 10 至 12 周左右后公布，请考生关注。 

 

公会就打击洗黑钱与反恐怖分子筹资活动公布指引及

与认可公司秘书服务机构共同加入相关约章 

2016年5月17日，公会公布制订与财务机构标准类同的《打

击洗黑钱与反恐怖分子筹资活动指引》（《指引》），供所有

公司秘书服务机构(CSPs) 遵守。 

 

公会亦与多间行业领先且获公认的公司秘书服务机构共同

签署加入公会的《打击洗黑钱与反恐怖分子筹资活动约章》

(《约章》)；这些机构透过参与公会的认证计划，显示了

其对遵守《指引》的承诺。  

 

公会推出有关打击洗黑钱与反恐怖分子筹资活动的《指引》

和《约章》，希望借此进一步推动良好的公司治理，同时协

助香港履行其身为打击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FATF)成

员的国际责任。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财政年度结算日期变更 

公会理事会决定与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ICSA）

保持一致，将财政年度结算日期从7月31日改为6月30日，

此决定自下一个财政年度即2016/2017财政年度开始生

效。故公会2016/2017财政年度将于2016年8月1日始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共涵盖11个月。 

 

财政年度结算日期的变更不会影响本财政年度2015/2016

财政年度的注册及其他一次性费用的支付。已支付年费的

有效期限至2016年7月31日止。请登录公会网站查阅费用

列表获取更详细信息。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会员、联席成员及学员数据更新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会会员及学员数据如下： 

 

学员： 3296 会士： 5112 

毕业学员： 419 资深会士： 560 

联席成员： 165   

 
 
 
 
 

 
活动预告 
 

时间 地点 讲座主题 

7 月 

13 至 15 日 

北京 

 
中国 A+H 股公司董事会秘书 

高级研修班（与上交所合办） 

(3 天，19 学时) 

9 月 

23 日至 24 日 

香港 2016 年公司治理研讨会-影响公

司治理实务发展的内部及外部

力量 

（1.5 天，11 学时） 

11 月 

8 至 12 日 

香港 香港境外上市公司企业规管高

级研修班 

（4 天，20 学时） 

11 月 18 日 北京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北京代表处

成立 20 周年庆祝晚宴 

12 月 

7 至 9 日 

三亚 第 42 期联席成员讲座 - 年度财

务审计与业绩报告 

（2.5 天，16 学时） 

注：以上时间、地点及讲题仅供参考，可能根据情况变动
进行相应调整。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于香港注册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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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ask@hkics.org.hk          网址: www.hkics.org.hk  

 

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 127 号大成大厦 15A 层

15A04 室，邮编: 100031 

电话：(8610) 6641 9368          传真：(8610) 6641 9078 

电邮：bro@hkics.org.hk          网址：www.hkics.org.cn 

 

http://www.hkics.org.hk/
http://www.hkic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