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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上市公司企业规管高级研修班暨 2017 年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公司治理师高级研修班 

2017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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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司治理师高级研修班”。逾 50

位来自包括 H 股、A+H 股、红筹股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董

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人员等相关人士参加。 

 

本次研修班的讲者包括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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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们就香港最新监管发展、财

务报告标准、关连交易、ESG 报告、尽职调查与反洗钱等主

题进行了精彩演讲并与参会者进行了充分探讨与交流。参

会者在研修期间亦参观了港交所及廉政公署香港商业道德

发展中心。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国际专业评审考试豁免政策说明会 

香港公开大学(公大)企业管治研修班迎新会公大于 2017 年

9 月开办了第二屇企业管治研修班。本期课程共招收了 36 

名学员，其中约六成半学生持有英国、美国、澳洲、日本、

香港及国内硕士学位，当中大部分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行

政职位。 

 

2017 年 11 月 3 日，公会教育及考试总监黄雅丽女士在上

海与部分上海学员会面，向大家介绍了公会的最新发展并

听取了大家对于课程的意见。翌日，黄女士在企业管治研

修班迎新会中对学员介绍了注册公会学员的程序及解答学

员对特许秘书资格的问题。  

 

该课程为香港公开大学在上海开办首个以英语授课的"高

级企业管治研修课程"，以远程兼读制授课，配合于上海华

东理工大学举行的面授导修课及其他学习支援，学习模式

灵活弹性，配合在职人士进修需要。课程目标是培育更多

专业而优秀的内地企业管治人才及公司秘书，以迎合市场

需要。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代表团北京访问 

2017 年 11 月 20 至 21 日，公会时任会长谭国荣率公会代

表团访问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中国财政部（财政部）

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保协）。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公

会前会长魏伟峰博士、理事吴德龙、总裁孙佩仪和公会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 

 

访问期间，公会代表向各机构与会领导介绍了公会及特许

秘书专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就双方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国际部主任蒋峰以及市场部主

任李继尊以及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邓舸会见了公会代表，

姜洋副主席对于公会多年来为内地香港上市公司提供的专

业服务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证监会对于公会组织的有

益于两地的活动一定会给予支持。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

长杨景百与公会代表就双方可能的合作内容进行了探讨，

双方同意就推动董事会秘书的专业交流、经验分享以及针

对央企的公司治理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财政部会计司副

调研员王鹏与公会代表就目前内控系统的实施情况及其成

效进行了沟通讨论。王鹏建议公会关注并收集国际上有关

内控系统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资料，并对公会的专业资格

考试改革提供了宝贵意见。公会代表亦与中保协副秘书长

公会教育与考试总监黄雅丽与学员及会员合影 

 

公会时任会长谭国荣致辞（上图左）；公会总裁孙佩仪为讲者

颁奖（上图右）；参会者合影（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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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武讨论并落实了2018年合作事宜，并就董事会秘书的

专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探讨。 

 

借此次访问之机，公会代表当天与部分北京地区的公会会

员及学员举行了晚餐聚会，向大家介绍了公会的最新发展，

并听取了大家对于董事会秘书专业及公会内地专业发展的

意见和建议。 

第四十五期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ECPD）讲座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公会在北京举办了第四十五

期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为「年

度财务审计与业绩报告」，逾 250 名 H 股、A 股、红筹股等

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董事、监事及相关高管人员出席。 

 

多位来自港交所、国际知名专业机构以及上市公司的资深

专业人士为参会者带来了精彩的演讲，内容包括：互联互

通背景下投资者关系工作的机遇与挑战；香港上市法规最

新修订更新；上市公司董事持续责任及违规处罚；财务审

计及业绩报告专题研讨——2017 年度业绩报告变化；内幕信

息监控与披露之适当机制及内幕交易规避；公司秘书实务

分享：公布年度业绩及相关事项的流程和关键；全球重点

市场股东大会趋势与分析；风险管理——新视角与新思维；

互联互通下的投资者传媒/关系与危机公关；案例介绍：中

国石化“党建入章”情况汇报和案例分享：中广核电力《ESG

报告实务——公开透明、可持续发展》。在分组讨论环节，参

会者以所在行业分组围绕 ESG 报告准备的主题进行了讨论

并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讲座现场图片 

1.与证监会领导会面现场；2.拜访证监会；3.拜访国资委；4.拜

访财政部；5.拜访中保协；6.与在京会员和学员聚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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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会长受邀参加“钱江弄潮——中国金融科技创新与

上市公司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董秘百人会论坛启

动仪式” 

2017 年 11 月 25 日，公会时任会长谭国荣受邀参加“钱江弄

潮——中国金融科技创新与上市公司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

中国董秘百人会论坛启动仪式”并代表公会在论坛上致辞。

公会副会长高伟，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亦受邀

出席了此次活动。三位公会代表与参会的诸位董事会秘书、

企业高管及其他专业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并就相关议题进

行了探讨。 

 

公会中国内地专业技术小组成立及第一次会议 

为进一步推动内地董事会秘书实务研究工作，公会成立了

“中国内地专业技术小组”并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了第

一次会议。小组由 13 位公会会员及联席成员组成，公会副

会长高伟担任小组主席，公会资深会员黄清及金晓斌担任

副主席。 

 

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小组成员就 2018 年工作计划进行了

充分讨论，并一致同意 2018 年开展两个重点实务研究项目

的工作。小组成员亦讨论成立了三个子小组以推进具体工

作的实施，即，上市规则咨询文件组、实务指引组及公司

治理实务课件开发组。 

 

 

 

第七届中国（香港）财经论坛暨中国证券“金紫荆”颁奖

典礼 

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公会及其他相关机构联合

主办的‘第七届中国（香港）财经论坛暨中国证券“金紫荆”

颁奖典礼’于 2017 年 11 月 29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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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时任会

长谭国荣作为联合主办方代表受邀在颁奖典礼上致辞。 

 

公会在此次活动中亦获颁“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资本市场特

别贡献奖”，此奖项充分肯定了公会 20 多年来对两地资本

市场特别是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升的突出贡献。 

 
国际专业知识评审考试（International Qualifying  

Scheme, IQS） 

2017 年 12 月 5 至 8 日，公会分别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举

行了 2017 年 12 月份 IQS 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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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举行了会员周年大会, 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随后的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了2018

年度执事。傅溢鸿先生获选为 2018 年度会长。傅先生为太

公会时任会长谭国荣致辞（上图）；部分参会者合影（下图） 

部分小组成员合影 

公会时任会长谭国荣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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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航空有限公司﹑香港飞机工程有限

公司及太古地产有限公司的公司秘书。连续两年担任会长

的谭国荣先生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以上任会长身份担

任理事会成员。魏伟峰博士将以前会长身份继续担任理事

会成员。担任当然理事会成员三年的前会长施熙德律师将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退任，公会藉此衷心感谢施律师对公

会的贡献。  

 

2018年度公会理事会：  

执事：  

会长 傅溢鸿先生  

副会长 高伟博士（连任）  

副会长 邵德勋先生  

司库 陈绮华博士（连任）  

理事：  

区启明教授  

李健先生（新任）  

李俊豪先生 

卢诗曼女士  

马琳女士  

司马志先生（新任）  

吴德龙先生  

容韵仪女士  

当然成员：  

上任会长 谭国荣先生  

前会长 魏伟峰博士  

 

公会北京代表处地址更新  

公会北京代表处于 2017 年 9 月完成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登

记注册，地址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

宣武门西大街甲 127 号大成大厦 15A04A 室，邮编：100031。 

 

特此告知，公会其他通讯信息不变，阁下在获悉以上变动

之前向公会北京代表处发送的快递及信件不受影响，公会

北京代表处均可收到，请不必担心。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公会会员、联席成员及学员数据更新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会会员及学员数据如下： 

学员： 3406 会士： 5366 

毕业学员： 374 资深会士： 645 

联席成员： 187   

 
 
 
 
 
 
 
 

2018 年活动预告 
时间 地点 讲座主题 

1 月 25 日 北京 
北京地区董事会秘书圆桌会议及 

新春晚宴 

1 月 26 日 上海 
上海地区董事会秘书圆桌会议及 

新春晚宴 

2 月 8 日 深圳 
深圳地区董事会秘书圆桌会议及 

新春晚宴 

3 月 9 日 成都 
成都地区董事会秘书圆桌会议及 

新春晚宴 

5 月 23-25 日 北京 

公会与上交所 A+H 股董事会秘书联、

合培训暨第四十六期联席成员讲座-、

并购重组与融资 

（2.5 天，16 学时 待定） 

9 月 5-7 日 
呼和

浩特 

第四十七期联席成员讲座-风险管控 

与治理（2.5 天，16 学时 待定) 

10 月 23-26 日 香港 
香港中国企业规管高级研修班 

（4 天，22 学时 待定） 

11 月 28-30 日 三亚 

第四十八期联席成员讲座-年度财务 

审计与业绩报告 

（2.5 天，16 学时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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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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