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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寧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霍建寧，五十九歲，自二○○九年三月四日出任本公司主席兼非執行董事，並於二○一○年五月十一日起出任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周胡慕芳女士之替任董事。他亦是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他是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黃」）的執行董事兼集團董
事總經理、和記港陸有限公司（「和記港陸」）、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Australia) Limited（「HTAL」）、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 （「HPH」）（和記港口控股信託之託管人－經理）及電能實業有限公司（「電能實
業」，前稱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的主席以及赫斯基能源公司（「赫斯基」）的聯席主席。他亦是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長江基建」）的副主席。同時，他是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實」）的非執行董事、和記企業有限公司（「和記企業」）
及Ommaney Holdings Limited （「OHL」）的董事； 上述三間公司（長實、和記企業、OHL）及和黄均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
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他持有文學學士學位及財務管理文憑， 並為澳洲特許會計師協會會員。

呂博聞
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呂博聞，六十歲，自二○○九年三月四日出任本公司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他是和記電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和電集團控
股」）的董事，該公司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 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他掌管和記亞洲電訊集團目前於香港、越南、
印尼和斯里蘭卡的業務，監管愛爾蘭和奧地利的電訊營運，及協助和記黃埔集團旗下其他電訊營運及有關投資。呂先生最
初於一九八六年加入和記傳訊有限公司，並於一九九三年出任其董事總經理。於一九九六年至二○○○年四月期間出任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和記電訊」，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董事總經理，掌管香港、中國、台灣及澳門之流動電訊、固
網、多媒體、互聯網及傳呼業務。他於二○○一年五月再次加入和記黃埔集團。於擔任該集團的職務前，他是  HTI (1993) 

Holdings Limited 之集團董事總經理，負責監管和記黃埔集團旗下電訊項目營運及新業務發展。他持有理學學士學位。

黃景輝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黃景輝，六十二歲，自二○○九年三月四日出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他自二○○四年三月起迄今出任和記
環球電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執行董事。他於一九九六年加盟和記黃埔集團，擔任和記電訊技術總監，
於一九九八年晉升為和記電訊之固網總監，負責發展固網業務的基建設施、服務拓展及巿場推廣。他在二○○○年至
二○○五年期間獲委任為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和記環球電訊」，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行政總裁，其後獲委任為和記電訊
行政總裁。於加盟和記電訊之前，黃先生曾於香港電訊歷任多項要職，從中汲取廣博的電訊業務經驗。他持有英國伯明瀚
大學電訊學碩士學位，亦為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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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胡慕芳
非執行董事

周胡慕芳，五十七歲，自二○○七年出任本公司董事並於二○○九年三月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她是和黃的
執行董事兼副集團董事總經理、長江基建、和記港陸及電能實業的執行董事、H T A L的董事、T O M集團有限公司（「T O M 

集團」）的非執行董事，以及 H P H（和記港口控股信託之託管人 –經理）的替任董事。同時，她是和記企業、O H L、和電集
團控股、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HTIHL」）及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HTHL」）的董事； 該等公司及和黃均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她是執業律
師， 並持有商業管理學士學位。

陸法蘭
非執行董事

陸法蘭，五十九歲，自二○○九年三月四日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他是和黃的執行董事兼集團財務董事、T O M 集團的
非執行主席、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的執行董事、長實及 HPH（和記港口控股信託之託管人 –經理）的非執行董事、以及 HTAL 

及赫斯基的董事。同時，他是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 之信託人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 之信託人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及另一全權信託基金之信託
人 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和記企業、OHL、和電集團控股、HTIHL及 HTHL的董事；該等公司以及長實及
和黃均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他持有文學碩士學位及民事法學士學位， 亦是加拿大魁北克省
及安大略省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會員。

黎啟明
非執行董事

黎啟明，五十七歲，自二○○九年三月四日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於二○一○年五月十一日起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陸法蘭先生之替任董事。他是和黃的執行董事、和記港陸的副主席以及 H T A L的董事。同時，他是和記企業的董事；和記
企業及和黃均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他於不同行業已擁有逾二十七年管理經驗。他持有理學
(榮譽 )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張英潮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英潮，六十三歲，自二○○九年四月三日出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於二○一○年三月八日起出任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王䓪鳴博士之替任董事。他是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主席兼薪酬委員會成員。他是長實、長江基建、中核國際有限
公司、科瑞控股有限公司、志鴻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新世界百貨中國有限公司、盛高置地（控股）有限公司、TOM集團
及  BTS Group Holdings Public Company Limited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Worldsec Limited 之執行董事兼副主席。長實
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他是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成員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諮詢委員會委員。張先生持有數學理學學士學位及營運研究及管理理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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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鴻震
獨立非執行董事

藍鴻震，七十歲，自二○○九年四月三日出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他是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他
現任藍鴻震顧問有限公司主席。他亦是長江基建、和記港陸、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泓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置富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及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他亦是
三井物產（香港）有限公司之高級顧問。藍先生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直至二○○○年七月退休， 在
三十九年公務員生涯中，他曾於多個不同政府部門工作。他於二○○○年七月一日獲頒金紫荊星章 ( G B S )。於二○○三年
一月，他獲委任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委員。藍先生為特許秘書，以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及英國特許秘書及
行政人員公會之資深會員。他持有英國倫敦大學之學士學位及於波士頓哈佛商學院完成 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 

(AMP)。他曾為牛津大學 Queen Elizabeth House 之訪問院士。

王䓪鳴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䓪鳴，五十八歲，自二○○九年四月三日出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她是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成員。她現任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及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此外，她亦擔任
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當選委員及校董會當然委員。她同時是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香港
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及長實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長實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此外，她
亦是香港世界宣明會主席及Mars ,  Incorporated之環球顧問。她持有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博士學位，並獲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馬勵志
替任董事

馬勵志，四十三歲，自二○○九年六月九日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黎啟明先生之替任董事。他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加入
長實，現任企業策略部總監及企業業務發展首席經理。長實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他是泓富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泓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的非執行董事。他亦是ARA Trust Management (Suntec) Limited（Suntec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之管理人）及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前稱 ARA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imited，置富產
業信託之管理人）之替任董事。他於銀行業、投資及組合管理、房地產發展及市場推廣，以及管理科技相關企業服務擁有
超過二十一年經驗。馬先生持有財務學商學士學位及環球企業管理文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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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熙德
公司秘書

施熙德， 五十九歲， 自二○○七年十一月起出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施女士為和黃之集團法律總監兼公司秘書。她是和記
港陸之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亦是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及 H P H（和記港口控股信託之託管
人－經理）之副公司秘書。此外， 她亦是和記企業之董事，並為和黃旗下多家公司之董事兼公司秘書。和黃及和記企業均
為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 V部所界定之本公司主要股東。她持有理學（教育）學士、雙文學碩士學位及教育碩士學位。她是香
港、英格蘭及威爾斯以及澳洲維多利亞省之執業律師， 亦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資深會員。

陳婉真
財務總裁

陳婉真，四十七歲，自二○○五年八月起出任集團之財務總裁。她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加盟集團。陳女士於二○○○年起出
任和記電訊之財務總監，並自二○○五年起獲委任為和記電訊及和記環球電訊之財務總裁。加盟集團之前，陳女士曾任職
多間財富五百強跨國機構，累積豐富之財務管理經驗。她為合資格會計師及持有英國University of Warwick 頒發之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亦是多個專業會計組織之會員，包括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以及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
計師公會。迄今，陳女士在電訊行業擁有近十五年經驗。

龍佩英
營運總裁（流動電訊）

龍佩英，五十一歲，自二○○七年五月起出任集團之營運總裁（流動電訊）。龍女士早於二○○一年七月加入和黃集團擔任
O H L之營運總監，其後成為香港業務之消費市場業務總監。加入和黃集團前，龍女士於香港多家流動通訊營辦商擔任不同
管理職位，專責本地及國際業務項目。她持有美國 Newport University 頒發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迄今，龍女士在電訊行
業擁有逾二十四年經驗。

鍾耀文
技術總裁（流動電訊）

鍾耀文，四十三歲，自二○○八年六月起出任集團之技術總裁（流動電訊）。鍾先生專責流動通訊業務的網絡工程、營運及
資訊科技發展。他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於電訊業累積逾二十年經驗。

何偉明
行政總裁（澳門）

何偉明，五十七歲，自二○○八年四月起出任行政總裁（澳門）。他於一九九四年三月加盟集團。何先生專責澳門的流動通
訊業務。他持有電機工程學士學位，並於電訊業累積逾二十九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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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詠邦
國際業務總監

郭詠邦，五十一歲，自二○○二年六月起出任國際業務總監。郭先生專責固網之國際業務及環球發展。郭先生代表集團參
與及身兼相關的電訊商策略聯盟主席。迄今，郭先生於電訊業累積逾三十年經驗。

李一龍
業務總監  —  網絡服務及商業市場

李一龍，四十二歲，自二○○五年八月起出任業務總監－網絡服務及商業市場。他於二○○二年六月加盟集團。李先生專
責固網業務之批發、網絡商及企業業務。他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於電訊業累積逾十八年經驗。

蔣勇翰
科技及營運總監  —  固網

蔣勇翰，四十五歲，自二○○九年五月起領導固網服務及營運團隊。他於二○○三年十一月加盟集團。蔣先生專責固網業
務的網絡工程、營運及產品開發。他持有電子及電機工程學士學位，並於電訊業累積逾二十一年經驗。

馬婉華
法律及規管總顧問

馬婉華，三十六歲，自二○一○年十一月起領導法律及規管團隊。她於二○○八年三月加盟和黃集團。馬女士專責法律及
規管事務。她持有法學專業證書及法學士學位，並於法律界累積逾十二年經驗。

吳美玉
企業傳訊總經理

吳美玉，五十歲，於二○○九年再度加盟出任企業傳訊總經理。吳女士專責各項企業傳訊事務。加盟集團之前，吳女士曾
任職於本港多間大機構，負責宣傳、推廣及公共關係事務等工作。迄今， 她累積逾二十六年公共關係經驗，期間十五年為
集團服務。

王壯生
人力資源總經理

王壯生，四十八歲，自二○○一年十二月起出任人力資源總經理。他於二○○一年四月加盟和黃集團。王先生專責人力資
源及發展事務。他持有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並於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累積逾二十一年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