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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出版《上市公司股东沟通——打破独

白式交流的“五项必要措施”》调研报告 

2016 年 9 月 18 日，公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沟通——打

破独白式交流的“五项必要措施”》。该报告是在对 413 家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完成的，旨在

调查、研究目前上市公司股东沟通情况，总结良好的实践

做法，找出存在的问题，为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提供改进股东沟通的可行性建议，并为公司秘书更好地履

职提供帮助。 

 

调查显示，第一、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太确定谁是股东；第

二、部分上市公司似乎不愿花费精力去调查谁是股东；第

三、大多数上市公司缺乏沟通策略；第四、大多数受访者

认为，参与的方式应视股东类型而定，不应一概而论；第

五、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在股东沟通方面缺乏问责；第六、

公司秘书可帮助改进投资者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本报告中提出了“五项必要措施”。第一、

制定投资者关系策略并将其纳入公司战略；第二、了解并

定期查阅股东构成；第三、制定并定期检讨股东沟通政策；

第四、制定并定期检讨股东参与政策；第五、检讨投资者

关系的管理责任及领导问责。 

 

更多调查内容请参报告，报告中英文版本可于公会网站下

载。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举办 2016 年中国境外上市公司企业

规管高级研修班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公会）在

香港举办了“中国境外上市公司企业规管高级研修班”。逾

50 位来自包括 H 股、A+H 股和红筹股的董事会秘书及其他

高管人员等相关人士参加。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

公司（港交所）、香港廉政公署的官员，多位律师及会计师

事务所的资深专业人士以及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讲

座期间进行了精彩演讲并就相关议题与参会者进行了充分

探讨。 

 

此次讲座使参会者对香港最新监管发展、上市规则、财务

报告标准、股东沟通、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等进行了

交流与经验分享。参会者在研修期间亦参观了港交所及中

电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代表团北京访问 

2016年11月17至18日，公会会长谭国荣、理事及前任会长

魏伟峰、司库陈绮华、理事吴德龙、总裁孙佩仪以及公会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一行访问了北京，与中国保险

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资本运营与收益管理局局长李冰、外事局副处长谢辉，中

国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邵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

长姚峰及其他相关领导进行了会面，介绍了公会最新发展，

了解并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最新改革举措，及国内与国际

公司治理最新发展等。 

 

其中，在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代表的会面中，双方就 2017

年进一步加强在公司治理实务培训达成共识。在与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的会面中，双方就合作开展

两地董事会秘书交流合作及董事会秘书专业等方面的培训

进行了深入探讨。 

 

讲座现场（上图） 

参加讲座人员合影（上图） 

https://www.hkics.org.hk/index.php?_room=10&_action=detail&_page=5
https://www.hkics.org.hk/index.php?_room=10&_action=detail&_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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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举行公会北京代表处成立 20 周年庆

典晚宴 

2016 年 11 月 18 日，公会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举办

了以 “秉承使命，励精图治，携手并进，共创未来”为主题

的晚宴，庆祝北京代表处成立 20 周年。公会会长谭国荣，

总裁孙佩仪及理事会部分理事参加了本次活动。本次活动

有幸邀请到了在京的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协会领导，上市

公司董秘、公会会员，联席成员，学员、各地董秘小组召

集人及相关专业机构代表等逾 60 人。 

 

公会会长谭国荣首先致开幕辞，对莅临庆祝晚宴的各位嘉

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简要地回顾了公会自

1996 年成立北京代表处后在内地的发展及专业推广。借本

次活动之机，新知旧识欢聚一堂，共叙友情，放眼未来，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公会对诸位参会嘉宾，赞助方以及给予本次活动慷慨帮助

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会特为北京代表处成立 20 周年设计制作了宣传页，欢迎

登陆公会网站浏览。 

 

 

第六届中国（香港）财经论坛暨中国证券“金紫荆”颁奖

典礼 

由大公报主办，公会及其他相关机构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

国（香港）财经论坛暨中国证券“金紫荆”颁奖典礼’于 2016

年 11 月 22 至 25 日在香港举行。数百位国内外知名企业高

管及著名金融界领袖出席。公会会长谭国荣 FCIS FCS 受邀

代表公会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并为最佳董事会秘书获奖者颁

奖。此奖项共有 10 人获得，其中 9 人是公会的联席成员或

会员，公会祝贺以下 9 位联席成员获得本年度最佳上市公

司董事会秘书殊荣：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杜大明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魏其岩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余兴喜 

公会代表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代表合影（上图） 

公会会长谭国荣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李冰合影（上图） 

 

公会代表与中国财政部代表合影（上图） 

公会会长谭国荣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 

姚峰合影（上图） 

部分出席嘉宾合影（上图） 

https://www.hkics.org.hk/media/news/attachment/NEWS_A_310531_HKICS_BRO_20th_leaf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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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于腾群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孟庆禹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翟峰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郭向东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立刚 

 

 

国际专业知识评审考试（International Qualifying  

Scheme, IQS） 

2016 年 12 月 6 至 9 日公会分别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举行

了 2016 年 12 月份 IQS 考试。其中，北京与上海两个考点

共有 34 位考生参考。此次考试成绩将于本次考试之后的

10-12 周左右后公布，请考生关注。 

 

公会年度会员大会及新一届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 

公会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于香港举行了会员年度大会。会

议选举产生了公会 2016/2017 年度理事会成员。年度大会

结束后举行了理事会会议并选出本年度执事，其中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国荣 FCIS FCS 再次当选为公会

2016/2017 年度会长，高伟博士 FCIS FCS(PE) 和邵德勋先生

FCIS FCS(PE)再次当选为公会副会长。魏伟峰博士 FCIS 

FCS(PE)及施熙德律师 FCIS FCS(PE)继续以前会长身份担任理

事会成员，服务于理事会。选举结果如下： 

执事:  

会长：  谭国荣先生 FCIS FCS   

副会长：高伟博士 FCIS FCS(PE) 

副会长：邵德勋先生 FCIS FCS(PE)（连任） 

司库 ：  陈绮华博士 FCIS FCS(PE) 

理事:  

区启明教授 FCIS FCS（新任）  

傅溢鸿先生 FCIS FCS(PE)  

李俊豪先生 FCIS FCS(PE) 

卢诗曼女士 FCIS FCS（连任） 

马琳女士 FCIS FCS（新任） 

梅思博先生 FCIS FCS(PE)（连任） 

吴德龙先生 FCIS FCS（连任） 

容韵仪女士 FCIS FCS   

当然成员： 

前会长: 魏伟峰博士 FCIS FCS(PE) 

前会长: 施熙德律师 FCIS FCS(PE) 

注： 

以下为相关荣誉或专业表示缩写的中文名称： 

FCIS : 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资深会士 

FCS :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士 

PE : 执业者认可证明 

 

第四十二期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ECPD）讲座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公会在海南三亚举办了“第四

十二期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讲座”（讲座）。本次讲

座的主题为“年度财务审计及业绩报告”，222 名来自 H 股、

红筹股及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讲座。 

 

在本次讲座上，讲者分别介绍了深港通最新情况、香港特

许秘书公会上市公司股东沟通调研报告、财务审计与业绩

报告准备、须予公布的交易及关连交易和内幕消息与内幕

交易管控、环境、社会和管治（ESG）报告准备、股东沟通

与股东参与等主题内容，并分享了在监管新常态下如何满

足多地上市要求之经验及控股型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控及

信息披露的案例。 

 

公会对来自以下机构/公司讲者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感谢：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欧华律师事务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会代表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代表合影（上图） 

公会会长谭国荣致辞（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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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业知识评审考试（International Qualifying  

Scheme, IQS）说明会 

2016 年 12 月 20 日，公会在海南三亚举行了 IQS 考试说明

会，逾 20 名董事会秘书及相关从业人员参加。公会会籍事

务总监刘翠薇、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及公会会

员肖樱林(现任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分别介

绍了特许秘书专业及 IQS 考试，分享了对董事会秘书及特

许秘书专业发展前景及看法，并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公会会员、联席成员及学员数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会会员及学员数据如下： 

学    员： 3323 会    士： 5192  

毕业学员： 461 资深会士： 588  

联席成员： 179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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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香港注册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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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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及版权 
 
季讯所刊文字内容可能包含表达或拼写错误，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保留自行修正季讯所刊载内容的错误或疏漏之权力，恕不另行通

知。 
 

季讯所刊的版权归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所有。若季刊乃作公开发放

用途，如引述其内容，或复制全文或其中部分，应作出适当引注。 

部分参会人员集体合影（上图） 

公会会籍事务总监刘翠微（上图） 

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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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