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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公司治理培训 

 

2018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公会）与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在珠海联合举办了“第二期保险行业公司

治理制式培训（中级第一模块）”暨香港地区保险公司治

理实务培训。逾 82 位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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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邀请的讲者有公会前会长魏伟峰博士、公会总裁孙佩

仪以及德勤的保险业风险咨询领导合伙人谈亮博士、欧华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魏律师与吴胜律师，中船海洋与防务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秘书李志东、中国公关董事长刘秀

芬、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杨亮。讲者们

分别就国际公司治理准则、最新聚焦及实务指引、董事会

会议筹备及有效会议、金融企业之公司治理与合规问题及

其解决方案、金融企业并购及投融资之尽职调查等主题进

行了精彩演讲，并与参会者就“董事会与治理制度建设”

进行了充分探讨与交流。 

 

香港公开大学企业管治研修班课程 2016 级学生毕业 

 

2016 年入学的学生经过刻苦学习，2018 年共有 17 名学生 

顺利完成全部课程，取得香港公开大学硕士学位并获得公 

会特许秘书资格考试全部豁免成为公会毕业学员。2018 年

7 月 27 日，公会前会长、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会长施

熙德律师为六名成绩优异学生颁授了奖学金。 

 

2018 年招生工作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结束，共有 38 名新

生通过香港公开大学的入学审核，开始课程学习。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代表团上海访问 

 

2018 年 8 月 17 日，傅溢鸿会长率团访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和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创新中心。其他与会代表

包括公会上任会长谭国荣、前任会长魏伟峰博士、沈施佳

美、理事会成员吴德龙、总裁孙佩仪、公会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姜国梁。 

 

在对上交所的访问中，公会代表与上交所首席律师卢文道

先生、法律部总经理王升义先生、上市公司监管一部总经

理张小义先生、国际发展部总监傅浩先生进行了会面。公

会与上交所代表讨论后同意进一步强化双方于 2011 年签

署的合作备忘录，加强合作。 

 

代表团与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雷亚洲举

行了会谈，通过会谈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并就新经济类公

司赴香港上市以及持续提供符合港交所要求的上市公司治

理培训达成初步意向。双方同意建立日常沟通体系，以促

进今后的合作。 

从左至右：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公会理事会成员吴德龙：公

会总裁孙佩仪；公会上任会长谭国荣；公会前任会长沈施佳美；上交所首

席律师卢文道; 公会会长傅溢鸿；公会前任会长魏伟峰博士；上交所国际

发展部总监傅浩；上交所法律部总经理王升义；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总经理张小义。 

图 1：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秘书李志东 

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国梁 

图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杨亮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黄丰俊 

左：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总裁孙佩仪女士 

右：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前会长魏伟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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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次访问之机，代表团还在上海与会员、学员和联席成

员会面，向大家介绍了公会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听取了大

家对于董事会秘书专业及公会在内地专业发展方面的意见。 

 

上海地区学员晚餐聚会 

 

公会注册官及会籍事务监刘翠薇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在

上海与部分学员举行了工作晚餐会，向大家介绍了公会的

最新发展情况及专业改革的最新动向，听取了大家对于公

会学员服务以及学员注册等方面的意见，介绍了香港公开

大学企业管治研修班课程，解答了学员对于特许秘书资格

的问题，为他们将来正式加入公会做准备，并邀请一名学

员分享了他的学习经验。 

 

第四十七期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讲座 

 

公会于 2018 年 9 月 12 至 14 日在呼和浩特举办了“中国

A+H 股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研修班暨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第

四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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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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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上任会长谭国荣到场并致开幕词，公会副

会长高伟博士介绍了 “《特别规定》和《必备条款》修订

研究课题建议概要”，公会 A+H 股内幕信息披露实务指引

更新课题组法律顾问、前亚司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植沛康

律师介绍了《A+H 股公司内幕信息披露实务指引》更新之

主要修订，多位来自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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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境外上市监管政策解读；内 

幕信息披露法规、案例及两地信息披露主要法规比较；风

险管理及实务探讨；强化董事与高管责任及其监管之法规

更新；股东沟通与股东批准注意事项；关连交易及其有效

管控；环境、社会和管治：顶层观点等内容。 

 

在分组讨论环节，与会者按所在行业分组，进行了主题为

“《特别规定》和《必备条款》修订意见”的小组讨论，

并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左：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雷亚洲 

右：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会长傅溢鸿 

左上：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副主任杨柳；公会副会长高伟博士  

左下：前亚司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植沛康律师 

右下：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朱旭；公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姜

国梁 

从左至右：安业财经印刷有限公司高级营业总监黄佩珊；香港中央证

券登记有限公司中国客户关系主管张旭文；公会上任会长谭国荣；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合伙人李承柱；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主管

合伙人邹兆麟；公会副会长高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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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得到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

以及安业财经印刷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助与支持，公会对以

上机构和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2018 年 6 月 IQS 考试通过率 
 

专业课程（第一部分） 专业课程（第二部分） 

科目 通过率 科目 通过率 

战略与运营管理 19% 公司治理 23% 

香港公司法 32% 公司行政 34% 

香港财务会计 57% 公司秘书实务 26% 

香港税务 41% 公司财务管理 28% 

 

公会会员、联席成员及学员数据更新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会会员及学员数据如下： 

学员： 3342 会士： 5331 

毕业学员： 472 资深会士： 676 

联席成员： 171   

 
公会最新出版物 
 
公会本季度发布了以下出版物（均可由公会网站下载）： 
 

1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企业并购指引 （第三期） 

HKIC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uidance Note (Third 

Issue) 

2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道德、贿赂与腐败指引 （第三期）   

HKICS Ethics, Bribery and Corruption Guidance Note 

(Third Issue)   

3 环境、社会与管治：顶层观点（公会与毕马威及中

电的联合调查报告） 

HKICS collaborates with KPMG and CLP on “ESG: A 

view from the top” 

4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竞争条例指引 
HKICS Competition Ordinance Guidance Note (Third 
Issue)  

5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银行开户调查报告 2018 
HKICS Bank Account Opening Survey Report 2018 

 
活动预告 
 

时间 地点 讲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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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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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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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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A04A 室，邮编: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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