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個人資料
執行董事
李兆基博士，大紫荊勳賢 81 歲，本公司之創辦人，自一九七六年出任本公司主席兼總經理，在香港已從事物業發展逾
五十年。彼亦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彼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之創辦人，並出任該公司主席兼總經理。此外，他
亦為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主席、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副主席、香港小輪（集團）有
限公司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之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李博士於二零零七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
章。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Rimmer (Cayman) Limited、Riddick (Cayman) Limited、Hopkins (Cayman) Limited、恒基兆業有限
公司、Believegood Limited 及 Cameron Enterprise Inc.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而李博士為該等公司之董事。李博
士為李達民先生及馮李煥琼女士之胞兄、李佩雯小姐、李家傑先生及李家誠先生之父親及李寧先生之岳父。

李家傑太平紳士 46 歲，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自一九八五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自一九九三年出任
副主席。彼曾在英國接受教育，於一九八五年加入時，已主要負責恒基地產集團於中國之業務發展。李先生為恒基兆業有
限公司（「 恒兆 」）副主席。彼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副主席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
彼於二零零九年分別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及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大學院士銜。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恒兆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而李先生為該公司之董事。李先生為李兆基博士之兒子、李佩雯小姐之胞弟、李家誠
先生之胞兄及李寧先生之內弟。

林高演先生 58 歲，於一九八二年加入本公司，並自一九八五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自一九九三年出任副主席。彼亦為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之成員。林先生持有香港大學理學士（榮譽）學位，具有超過三十六年銀行及物業發展經驗。林先生亦
為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副主席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及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之董
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彼為香港大學校董會成員、香港大學教研發展基金董事及復旦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董事。
林先生於二零零八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大學院士銜。彼為香港運輸物流學會資深會員及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Rimmer (Cayman) Limited、Riddick (Cayman) Limited、Hopkins (Cayman) Limited、恒基兆業有限公司及
Believegood Limited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而林先生為該等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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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誠先生 38 歲，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第十屆委員會委員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佛山市第十屆委員
會委員，自一九九三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自二零零五年出任副主席，曾在加拿大接受教育。李先生為恒基兆業有限公
司（「 恒兆 」）之副主席。彼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副主席、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以及香港中華煤氣有
限公司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恒兆及 Believegood Limited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
權益，而李先生為該等公司之董事。李先生為李兆基博士之兒子、李佩雯小姐及李家傑先生之胞弟及李寧先生之內弟。

葉盈枝先生 61 歲，自一九九七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彼畢業於香港大學及倫敦經濟學院，並為律師及執業會計師。葉先
生具有超過三十年之公司財務，企業及投資管理經驗。

歐肇基先生 63 歲。歐先生自二零零五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監。在此之前，彼為一位資深銀行家，於
一九九三年十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期間擔任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其後亦於一九九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二年四月在
新加坡之華僑銀行有限公司任職行政總裁。歐先生曾為多間主要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包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地下鐵路公司及恒隆集團有限公司。彼現時為上市公司會德豐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恒基地產集團系內，歐先
生為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及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歐先生曾接受專
業會計訓練，並為英國特許會計師，彼亦為英國公認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之資深會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Believegood Limited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而歐先生為該公司之董事。

孫國林先生 63 歲，於一九九七年加入本公司，並自二零零二年一月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孫先生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
限公司之執行董事，而該公司為上市公司。孫先生為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副會長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個人會員。彼於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為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具有超過三十五年物業管理經驗。彼於二零零五年獲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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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鏡禹先生 83 歲，自一九七六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於一九七三年本公司之母公司恒基兆業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時李先生
加入該公司，並協助本公司主席從事物業發展逾五十年。李先生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而該公司為上市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Yamina Investment Limited、Believegood Limited、Cameron Enterprise Inc. 及 South Base Limited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而李先生為該等公司之董事。

馮李煥琼女士 71 歲，自一九七六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馮女士於一九七四年加入本公司之母公司恒基兆業有限公司
（「 恒兆 」）任職司庫，並自一九七九年出任恒兆執行董事。馮女士現為恒兆、恒基地產及恒基發展等集團之總司庫。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Rimmer (Cayman) Limited、Riddick (Cayman) Limited、Hopkins (Cayman) Limited、恒兆、Yamina Investment
Limited、Believegood Limited、Cameron Enterprise Inc. 及 South Base Limited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而馮女士為
該等公司之董事。馮女士為李兆基博士及李達民先生之胞妹。

劉壬泉先生 63 歲，自一九八七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具有超過四十年銀行、財務及投資經驗。劉先生亦為恒基兆業發展
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及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及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之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

李

寧先生 53 歲，自一九九二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持有 Babson College 理學士及南加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李先

生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李先生為李兆基博士
之女婿、李佩雯小姐之配偶及李家傑先生及李家誠先生之姐夫。

郭炳濠先生 57 歲，於一九八七年加入本公司，並自一九九三年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郭先生持有理學（工程）學士學位、
理學（行政管理學）碩士學位及測量學（房地產發展）深造文憑。郭先生為英國特許銀行學會會員，在任職本公司以前曾於國
際銀行界工作逾十一年及被派駐倫敦、芝加哥、吉隆坡、新加坡及香港工作。郭先生亦為上市公司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
之執行董事及恒基陽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即為上市之陽光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之管理人）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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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
胡寶星爵士 81 歲，自一九八一年出任本公司董事及於二零零四年調職非執行董事，亦是胡家驃律師事務所（與亞司特律師
行聯營）之顧問，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及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之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他持有香港
及英國執業律師資格，並為英國仲裁學會院士、英國工商管理學會院士及英國董事協會院士。彼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名譽
法律學博士學位及英國倫敦大學英皇學院頒發院士名銜，並應天津南開大學之邀出任名譽教授。胡爵士於二零零零年成為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會士。彼亦為香港大學「 胡寶星法律獎 」及「 胡寶星海外暑期旅遊進修獎學金 」之創辦人。胡爵士亦於城
市大學設立了「 胡寶星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恒基兆業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
權益，而胡爵士為該公司之董事。胡爵士為胡家驃先生之父親。

梁希文先生 75 歲，自一九八一年出任本公司董事及於二零零四年調職非執行董事。彼亦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成員。梁先
生為特許測計師。彼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之董事，而該等公司
均為上市公司。

李王佩玲太平紳士 61 歲，自一九九六年出任本公司董事及於二零零四年調職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太為胡關李羅律師行合
夥人，亦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李氏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現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董
事及其下之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及收購上訴委員會會員，並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非執行董事。李氏亦為長江基建集團
有限公司及 Tom 集團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以及鷹君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

李達民先生 72 歲，自一九七六年出任本公司董事，從事本港地產發展逾三十年。李先生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之
執行董事，而該公司為上市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Rimmer (Cayman) Limited、Riddick (Cayman) Limited、Hopkins
(Cayman) Limited、恒基兆業有限公司及 Cameron Enterprise Inc. 持有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之股份權益，而李先生為該等公司之
董事。李先生為李兆基博士之胞弟及馮李煥琼女士之胞兄。

胡家驃先生 47 歲，自二零零零年七月出任胡寶星爵士之替代董事及隨胡寶星爵士之調職亦於二零零四年調職非執行董事。
他現為騏利集團之董事。彼亦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及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胡寶星爵士之替代董事，
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彼持有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英格蘭及威爾斯、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洲之執業
律師。胡先生現為胡家驃律師事務所（與亞司特律師行聯營）合夥人及曾任洛希爾父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洛希爾父
子 」）。在加入洛希爾父子之前，胡先生曾任胡關李羅律師行的公司企業融資部之合夥人。胡先生為胡寶星爵士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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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志強先生 60 歲，自二零零四年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彼
於一九七二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七七年在英國獲取特許會計師資格。彼於一九八四年至
一九九八年期間為羅兵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鄺先生於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曾出任香港聯合交易所獨立理事。
彼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雅居樂地產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中信 1616 集團有限公司、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星獅地產
（中國）有限公司、環球數碼創意控股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東英金融投資有限公司、華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
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鄺先生亦曾擔任於香港上市之 Tom 在線有限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直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該公司私有化之日）及於香港和上海上市之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為兩期（每期三年）至二零零九年六月為止。

高秉強教授 59 歲，自二零零四年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高教授分別
畢業於香港大學、美國伯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持有理學士（榮譽）學士學位及碩士和博士學位。彼為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
兼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機電工程系榮休教授及前任院長。高教授於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期間出任美國伯克
萊加利福尼亞大學電子工程及計算機科學系副主任，並於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間在美國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 從事
研究工作。高教授為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及華潤微電子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彼亦曾
擔任上市公司華潤勵致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直至彼於二零零八年三月辭任。

胡經昌太平紳士 59 歲，自二零零五年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之主席及審核委員會之成員。
胡先生乃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金銀業貿易場永遠名譽會長及香港證券業協會永遠名譽會
長。彼現為利昌金舖有限公司之常務董事。彼亦為有利集團有限公司、其士泛亞控股有限公司、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及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該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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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管理人員
鄧明庚先生 52 歲，於一九九五年加入本公司，現任地產策劃（一）部總經理。彼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及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
資深會員，並擁有超過二十八年於香港及內地設計和建築大型發展項目之經驗。

郭文祥先生 56 歲，於二零零五年加入本公司，現任地產策劃（二）部總經理。郭先生擁有項目策劃經理及建築師的專業資
格。彼持有香港大學建築學士（榮譽）學位，香港大學建築項目管理碩士學位及清華大學高級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郭先生為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及英國項目管理協會會員，具有超過三十一年香港及內地房地產及建築業的專業經驗。

黃浩明太平紳士 49 歲，於一九九六年加入本公司，現任地產發展部總經理。黃先生為一註冊專業測量師，並具有超過
二十五年地產估值、買賣及發展經驗。彼於二零零八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

梁錦亮先生 56 歲，於一九九七年加入本公司，現任地產計劃部總經理。彼持有國際房地產理學碩士學位及管理學深造文
憑，為香港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及註冊專業測量師，具有超過三十年之土地及物業發展經
驗。在加入本公司之前，梁先生曾在香港政府地政總署任職總產業測量師，具有超過二十年之政府土地出售、換地、契約
修訂及補地價等經驗。彼為數個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

黃永灝太平紳士 52 歲，於二零零六年加入本公司，現任建築部總經理。彼為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英國
公路學會及香港公路學會之資深會員。彼亦為根據第 409 章工程師註冊條例註冊之香港註冊工程師。黃先生於二零零五年
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彼曾擔任香港建造商會之會長及建造業訓練局之主席，現為建造業議會委員、建造業訓練委員會主席
及香港建造商會之永遠監督。

林達民先生 50 歲，於一九八三年加入本公司，現任營業部總經理。林先生持有澳洲悉尼科技大學工程管理學碩士學位及香
港理工大學管理學文憑，現時為香港地產行政學會普通會員及香港市務學會行政人員會士，並具有超過二十六年之物業銷
售策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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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雯小姐 49 歲，於一九八四年加入本公司，現任集團租務部高級總經理。李小姐持有英國倫敦大學文學士（榮譽）學
位，具有超過二十五年之市場發展經驗。李小姐為李兆基博士之長女、李寧先生之配偶及李家傑先生及李家誠先生之胞姊。

薛伯榮先生 62 歲，於一九九一年加入本公司，現任集團租務部總經理。薛先生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香港
地產行政師學會資深會員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個人會員，並具有超過三十年之市場發展、租務及物業管理經驗。

廖祥源先生 52 歲，自二零零五年加入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現為本集團之公司秘書。廖先生畢業於澳洲 Monash 大學，取得
經濟學學士學位。彼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資深會員，並為澳洲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廖先生具有多年之
會計、審計、企業財務、企業投資及發展，以及公司秘書實務經驗。

黃永基先生 47 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加入本公司出任會計部總經理。黃先生畢業於倫敦大學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並為英
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彼在英國及香港具有超過二十年之會計、審計、投資銀行及企業財務經驗。在加入本
公司前，黃先生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七年五月期間出任嘉里建設有限公司之首席財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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