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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上市公司企业规管高级研修班 

 

2018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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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逾 50 位来自

包括 H 股、A+H 股、红筹股以及拟上市公司

的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人员等相关人士参

加。 

 

部分参会人员合影（上图） 

本次研修班的讲者包括来自香港交易所上市

部、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廉政公署香港商

业道德发展中心的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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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们就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概览及

最新发展、《企业管治守则》修订，香港资本市

场的治理与监管架构及最新发展，公司秘书的

管治角色，交易合规与治理，上市前信托及员

工持股计划，香港会计准则、财务审计与业绩

报告，环境、社会与管治(ESG)调研报告概览，

如何强化 ESG 报告的沟通能力，上市公司的

持续责任及良好公司管治的关键与实践，内幕

信息披露、关连交易及相关 A+H 股实务操作，

企业风险管理，互联互通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与危机管控等主题做了了精彩讲授并与参会

者进行了充分探讨与交流。参会者在研修期间

亦参观了香港交易所。 

 

第四十八期联席成员强化持续专业发展讲座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公会在三亚举办

了第四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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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筹股及拟上

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董事、监事及相关高管

人员出席。 

多位国际知名专业中介机构以及上市公司的

资深专业人士为参会者就主题相关讲题做了

了精彩讲授，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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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度业

绩报告变化；筹备及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则及实

务工作；关连交易及两地差异处理实务操作；

《ESG 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经验分享：投资参观香港交易所（上图）  研修班现场（下图） 

讲座现场（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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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系管理与业绩推介筹划；案例分析：搭建

市值管理的桥梁——董事会秘书在市值管理中

的作用。在分组讨论环节，参会者按行业分为

石油化工能源、金融证券及投资、机电制造、

交通运输物流、软件信息与医药食品及其他、

矿山基建房地产六个小组，分别围绕“业绩报

告准备：今年工作的重点、难点、存在问题以

及解决方案或实务经验；业绩发布与信息披露：

重点、难点、经验或教训；周年股东大会筹备：

议案准备、会议通知、投资者沟通、股东批准

等过程中将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以及相应对

策或经验；市值管理：工作定位、指标体系、

系统方法及董事会秘书的规管作用；风险管理:

当前境外上市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哪些、董

事会秘书如何协助董事会落实董监事高的风

控责任、确保公司及自身的安全？如何保证公

司网络安全, 防范内幕信息泄露风险? ESG 报

告：公司管治报告与 ESG 报告各自偏重、治

理部分的重点与难点，轻资产公司或金融企业

环保量化指标披露”这六个题目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并推选代表上台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保险业行业协会公司治理实务高级研

修班 

 

2018 年 12 月 12 至 14 日，香港特许秘书公

会、公会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深圳联合举办

了中国保险业行业协会公司治理实务高级研

修班。七十多位内地保险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同

等人士出席此次会议。 

本次研修班的讲者包括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世界银行集团之国际金融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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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们就深

市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及监管理念、香港证券

市场的监管架构、管治理念及其最新规管发展、

董事会治理与运作实务、股东沟通与股东批准

注意事项、关连交易及其管控、国际公司治理

理念与实务、金融企业风险管理、案例介绍：

董事会秘书及董秘办职能定位等主题内容做

了精彩讲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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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会议现场（上图） 

讲座现场（上图） 

参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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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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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香港）财经论

坛暨中国证券“金紫荆”颁奖典礼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在香港举行。近千位境内外知名企业高

管及著名金融界领袖出席。公会上一任会长谭

国荣作为联合主办方代表受邀在颁奖典礼上致

辞并颁发了“最佳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奖”。

公会会员黄文生（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吴恩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谢纪龙（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成员利明光（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罗楠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康健（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获“最佳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奖项。 

 

 
国际专业知识评审考试（ International 
Qualifying Scheme, IQS） 
 

2018 年 12 月 4 至 7 日，公会分别在北京、上

海和香港举行了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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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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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获选为 2018 年度会长。傅先生为香港太古集

团有限公司﹑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太古地产有

限公司及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的公司秘书。谭国荣

先生将以前会长身份继续为理事会成员。担任当

然理事会成员三年的前会长魏伟峰博士将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退任，公会藉此衷心感谢魏

博士对公会的贡献。 

2019 年度香港特许秘书公会理事会： 

执事： 

会长 傅溢鸿先生（连任） 

副会长 高伟博士  

副会长 马琳女士  

副会长 司马志先生 

司库 李俊豪先生（连任） 

理事： 

区启明教授  

陈绮华博士  

陈慧媚女士（连任） 

李健先生 

卢诗曼女士 

刘志強教授（新任） 

沈施加美女士（连任） 

吴德龙先生  

谢兵先生（连任） 

容韵仪女士（连任） 

当然成员： 

上一任会长 谭国荣先生 

 

 

公会会员、联席成员及学员数据更新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会会员及学员数

据如下： 

 

学员： 3504 会士： 5464 

毕业学员： 391 资深会士： 688 

联席成员： 176   

 

 

 

 

 

颁奖现场（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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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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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公会最新出版物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并购指引》（第三期）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道德、贿赂及贪污指引》 

 (第三期) 

 

  以上出版物均可由公会网站下载。 

 

 
 

 

 

 

 

 

 

 

 

 

 

 

 

 

 

 

 

 

 

 

 

 

 

时间 地点 讲座主题 

1 月 17 日 香港 
香港地区董事会秘书圆桌

会议及新春晚宴 

1 月 23 日 上海 
上海地区董事会秘书圆 

桌会议及新春晚宴 

1 月 24 日 北京 
北京地区董事会秘书圆 

桌会议及新春晚宴 

2 月 21 日 广州 
广州/深圳地区董事会秘 

书圆桌会议及新春晚宴 

2 月 22 日 重庆 

西南（重庆与成都）地区 

董事会秘书圆桌会议及 

新春晚宴 

5 月 15-17 日 

（待定） 

西双 

版纳 

 

境内外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研修班暨第四十 

九期联席成员 ECPD 讲座 

主题：董事会治理与董事 

履职实操  

（2.5 天，16 学时）（待定） 

6 月或 7 月 待定 
公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A+H 股董事会秘书联合培训 

9 月 18-20 日 

（待定） 
兰州 

第五十期联席成员 ECPD 

讲座 

主题：风险管理与内幕信 

息管控 

（2.5 天，16 学时)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待定） 
香港 

香港中国企业规管高级 

研修班（4 天，22 学时） 

11 月 20-22 日 

（待定） 

厦门/ 

丽江 

公会及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联合培训暨保险行业协 

会高级公司治理研修班 

12 月 18-20 日 

（待定） 
北京 

第五十一期联席成员 

ECPD 讲座 

主题：信息披露与年度业 

绩推介 

（2.5 天，16 学时）（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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