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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謹此呈閱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公會）2020年年報。本年報涵蓋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

6月30日的財政年度（2020財政年度）。年報內有關2019財政年度的數字，涵蓋2018
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間。報告所載的財務業績，反映公會及其七家附屬機構的
綜合業績。

關於公會

（ 較 2 01 9 年 減 少 2 3 % ） 。 總 成 本 及 開 支 為

公會是具有領導地位的獨立專業團體，一直致力

40,185,122港元（較2019年減少7%）。

在香港及內地推動良好公司治理及公司秘書專業
的發展。公會為有志者提供考取特許秘書及公司

主要業務

治理師專業資格的途徑，並提供有關治理及公司

在香港和內地，公會舉行的專業資格考試仍是考

秘書實務核心領域的專業發展培訓課程。公會的

取公會專業資格的重要途徑。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主要業務包括會員及學員服務、倡議工作、研究

起，“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課程”(CGQP)取代

及治理革新等。

了國際專業知識評審 (IQS) 考試。最後一期IQS考試
在2019年12月舉行，共有844名香港和內地學員

會員增長

報考。第一期CGQP考試原定於2020年6月舉行，

公會的會員和學員人數繼續呈增長態勢。截至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取消。公會與大學合作舉辦

2020年6月30日，公會有6,449名會員（較2019

的四項碩士課程續受歡迎，共有257名新學員報讀

年增加 5% ）、 376 名畢業學員（較 2019 年增加

（較 2019 財政年度減少 2% ）。年內儘管挑戰重

14%）及3,312名學員（較2019年減少6%）。

重，公會在香港及內地舉行了103期強化持續專業
發展(ECPD)活動，吸引23,644人參加（較2019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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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政年度增加8%）。公會亦安排了31期CPD網絡錄

2020 財政年度，公會及其附屬機構的營運赤字

播講座，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41%，吸引3,845人

為 854,510 港元。赤字由其他收入減少所導致，

參加（增加12%）。相對而言，受2019年6月至

這將在會長報告中說明。這是公會自2012財政年

12月的社會事件及其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交距

度以來首次錄得赤字。總收入為39,395,100港元

離措施所影響，公會的會員活動有所減少，共舉

（較 2019 財政年度減少 12% ），主要來源包括

行26項此類活動，吸引2,203人參加，2019財政

香港及內地的會員及學員年費、考試費、專業發

年度的數字為47項會員活動，參加者2,838人。公

展及會員活動等。年費及考試費共 22,270,548

會年內發表了兩份新研究報告、七份說明性指引及

港元（較 2019 年增加 8% ），來自持續專業發

一份指引，涉及多項治理課題；另就有關主要法

展 (CPD) 及其他活動的收入為 15,209,952 港元

規及政策制定事宜的六份咨詢文件提交了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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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

教育與考試*

會員、畢業學員及學員服務

公會在持續專業發展方面的工作，

公會的國際專業知識評審 (IQS) 考

公會提供學習資料，並舉辦業餘活

幫助會員取得公司秘書、合規及公

試，透過考試及與香港本地大學舉

動及社交聯誼活動，協助會員、畢

司治理等相關領域的最新知識與技

辦合作課程，頒授特許秘書專業資

業學員及學員培養事業發展所需的

能。

格。

專業技能和軟技能。

ECPD講座數目

103 (-23%)

報考IQS考試學員人數

844 (-54%)

會員活動數目

26 (-45%)

參與ECPD講座人數

23,644
(+8%)

IQS考試報考科次

1,135
(-53%)

參與活動的人數

2,203
(-22%)

參與網絡CPD
（錄像）講座人數

3,845
(+12%)

報考合作課程的
新學員人數

257 (-2%)

參與治理專業導師
計劃的導生人數

90 (+17%)

公會的核心價值
在香港及內地推動良好公司治理

捐款

倡議

研究及治理革新

透過香港特許秘書基金有限公司，

公會透過持續的倡議工作，讓會

公會的研究報告、引領思想的文章、

公會捐款贊助有關公司秘書及公司

員、畢業學員、學員、其他利益相

回應咨詢文件提呈的意見書、說明性

治理的教育、研究及思想引領工作。

關者及公眾人士知悉最新的治理議

指引以及與監管機構的聯繫工作，對

題，推廣治理專業。

本地、鄰近地區及國際層面的治理革
新及規管政策制定工作均有所幫助。

籌得款項

952,767港元
(+112%)

捐出款項

311,030港元
(-8%)

頒發獎學金及
科目獎數目

倡議活動

46項 (-27%)

研究報告

2 (0%)

參與活動人數

2,409 (-19%)

專責小組會議

10 (-17%)

媒體訪問數目

5 (-71%)

說明性指引

7 (-13%)

49 (-4%)

注：括號內的百分比，是本財政年度與上一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2020財政年度內，IQS考試只在2019年12月舉辦一期，自2020年1月1日起，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課程(CGQP)取代了IQS考試。但原定於2020年6月舉行的CGQP考
試，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取消。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3

會員及畢業學員概況

6,825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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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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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2+N

32%
(2,194)

1,88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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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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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4,631)

1%

年齡

190 (3%)

60–69

會員及畢業學員

（2020年6月30日）

< 30

231(3%)

41+29+20321P 31+15+1096543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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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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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報告 ──
應對畢生難遇的考驗
此呈閱公會 2020 年年報。 2020 財政年

讀者也許都能料到，以上情況都反映在本報告呈

度我們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全世界當

列的數字中。公會今年舉辦的活動，比 2019 財

前面臨的首要問題當然是持續影響全球經濟的

政年度少， 2020 年 6 月的考試，也因疫情而取

新冠肺炎疫情。有些閱歷的讀者都經歷過一些

消。這對公會的財政無可避免造成連鎖影響。公

危機，例如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2008 年的

會今年的營運赤字為 854,510 港元，主要原因是

環球金融危機、 2003 年的非典爆發等，但這些

講座、課程和活動的收入減少，以及為紓緩疫情

危機的影響程度遠不及新冠肺炎疫情。若說這次

的影響，公會針對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推出的

疫情是畢生難遇的考驗，相信並不為過。疫情

ECPD講座和網絡講座九折收費政策。這是公會自

最明顯的影響，自然是危及健康；除此之外，

2012財政年度以來首次錄得赤字，但公會的經濟

疫情也顛覆了營商模式，改變了生活和工作方

基礎依然穩固，例如投資組合的結餘，仍維持在

式，並且改變了經濟體中大部分行業的遊戲規

2019財政年度的水平。

謹

則。
危機對機構的影響有多大，不僅視乎危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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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形勢更加嚴峻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時，各

的性質和嚴重性，也視乎機構應對危機的素

機構正面臨多項風險極高的挑戰，包括 2019 年

質。 2020 年 1 月 1 日，我從上任會長傅溢鴻 FCIS

下半年香港的社會動盪、不斷升溫的中美緊張關

FCS(PE) 手中接棒，出任公會會長，當時香港經

係、自然環境持續受威脅，以及數字轉型等。

濟和社會已趨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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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 報 告

“我們在公會新定位的基
礎上繼續發展，守護良好
治理”
總裁孫佩儀 FCIS

FCS(PE) 和秘書處團隊積極努

資格課程(CGQP)。CGQP是在原有的國際專業知

力，確保公會年內正常運作，值得稱讚。孫佩儀

識評審考試的基礎上加以更新和擴展，以便更好

將在總裁報告內作更詳盡的說明；在這裡，我主

地體現會員作為治理專才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要報告2020財政年度內公會戰略目標的進展，以
及現有危機對目前及未來治理實務的影響。

內地工作
公會致力重新定位之餘，也繼續在內地推動良好

建立新形象

治理，提升內地治理專才的技能和地位。內地會

熟悉公會的讀者都知道，公會聯同國際公會（即

員人數有顯

特許公司治理公會）多年前開始推動一項計劃，

成員人數也微升（增加2%至173人）。

增加（增加 45% 至 106 人），聯席

在全球把公會定位為治理實務的領導者以及從事
治理相關工作人士（不論原有教育背景）的專業

正如香港的情況一樣，本報告載列的一些內地數

組織。良好治理的實際應用，是鏈接公會多元化

字，也印證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例如，講座

成員之間的共通點；這次重新定位的目的是強化

和地區董事會秘書小組會議的數目有所減少；但

治理是我們所從事工作的核心這一理念。

在研究和倡議方面的工作，卻前所未有地密集。
公會的中國內地技術咨詢小組聯絡了會員、聯席

在這一歷程中，公會今年經歷了多個重要里程碑

成員和相關專業人士，成功響應了內地治理及合

事件。國際公會在 2019 年 9 月採用特許公司治

規方面的實務需求。中國內地技術咨詢小組今年

理公會的新名稱，澳洲、加拿大、馬來西亞、新

開展了四項研究報告工作，內容關乎 H 股公司的

西蘭、南非和 UKRIAT （英國、愛爾蘭及相關屬

合規事宜、 A+H 股公司的內幕信息披露及關連交

土）等屬會也在其名稱中採用“治理”一詞。公

易實務，以及滬港通及深港通監管問題實務。

會也準備作類似的更名，但今年外在環
境的變化暫緩了這一進程。香港特許秘
書公會名稱工作小組希望盡快恢復舉
行相關的會員論壇以推動更名事宜的進
展。

今年的另一項重要工作進展，是在

2020年1月推出新的特許公司治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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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在年內的另一項重要發展，就是我們的專業
平台擴大至董事會秘書以外的群體。內地的新證
券法在 2020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加強了對上市公
司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問責與處罰力度。公會理
事會和其下設的中國內地關注小組批准了進一步

“公會會員今後在工作上將獲
得更多認可，為香港和內地的
機構落實良好治理”

擴大聯席成員計劃範圍，以涵蓋董事、監事和相
關高管等有治理角色互補的人員。
對於公會而言， 2020 財政年度讓我們有機會以

展望未來

積極的態度應對不斷變化的形勢。我們嘗試了一

治理從來不是可有可無的，不過有了重大危機，

些技術以使我們可以開展專業發展及會員服務，

人們便會更關注到良好治理對機構之應變能力的

並在公會新定位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守護良好治

重要性。過去12個月，公會會員協助機構渡過險

理。由此，我相信公會會員今後在確保香港和內

境。他們必須隨機應變，篤信工作中的指導原則

地的機構實踐良好治理方面將獲得更多認可，為

——沒有任何手冊可指導我們處理前所未見的情

個人、治理專業的利益相關者以至整個社會創造

況。

更多價值。

展望未來，今年突發的重大事件會如何影響治理
實務，影響未來的世界，我相信我們已看到一
些端倪。重大危機往往是良好變革的催化劑，啟
示人們保持科技領先、關注長期風險、以及管理
風險時預計到意料之外事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的益處是，人們更加認可社會和人力資本的重要

8

性，並認識到需要與僱員、客戶、供貨商、股東

馬琳FCIS

和市民大眾建立一致性目標。在疫情發生前，這

會長

些趨勢可能已經顯現，但疫情肯定進一步推動了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其進展。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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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S

總裁報告 ─
─
適應新常態

ECPD

2020 年 3 月，公會大部分 ECPD 服務改為網上模
年報付印時，會長提及的外圍環境挑

式進行。如大家所料，今年香港和內地實地ECPD

戰，許多仍未解決，特別是新冠肺炎疫

課程的數目不可避免地減少，而網絡講座的數目

情至今仍在全球肆虐。年內，我們適應了新常

則大幅增加。這個「技術解決方案」，倒也很快

態，並獲得了一些很有用的新技能。本文向讀者

展現了它的優勢。網絡講座技術不僅完全實現了

介紹公會在過去12個月如何維持運作，實踐核心

實地講座的功能，而且大大提升了便利程度，讓

使命，在香港及內地教育及培訓治理專才，頒授

更多人可以參與。考慮到公會的目的是讓會員定

相關資格。

期獲得相關的新知，從中得益，網絡講座的好處

本

顯而易見。

維持運作
為降低新型冠狀病毒散播的風險而實施的社交
距離措施，使公會不能以慣常的形式舉辦大部
分 ECPD 課程、會員活動和倡議活動。幸好在
疫情發生前，網絡會議技術已經相當先進和普
及，使參加者可以透過網絡參與這些活動。對
於公會和許多其他機構來講，當前危機帶來的
最顯

的益處，也許就是推動機構加快善用科

“我們適應
了新常態，
其間獲得了
一些很有用
的新技能”

技，以改進工作方式和提升服務。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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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會還獲得瞭如何更有效的舉辦網絡講座
的寶貴經驗。分別在今年 6 月和 9 月舉行的企業
規管最新發展研討會 (ACRU) 和公司治理研討會

(CGC) 所採用的舉辦方式可稱為「改良」網上模
式，既有網上參與的優勢（參加者只需要有互
聯網連接和適當的設備，便可在世界任何地方聯

“當前危機帶來的最顯 的益
處，也許就是推動機構加快善
用科技，以改進工作方式和提
升服務”

機參與），也兼顧了講者和討論小組成員現場參
與的益處——這有助於引發熱烈和即興的討論氣
氛。此外，我要補充說明的是，今年參與 ACRU

發出了七份說明性指引，內容涵蓋多個重要領

的人數與去年相若，吸引了 1,942 名參加者（去

域。內地會員和聯席成員在研究和倡議工作方面

年參與人數為2,003）。

也同樣取得豐碩成果。

會員及學員服務

過渡至雙重資格

今年的會員活動數目下跌 45% ，但運用網上結

在 2020 財政年度，公會重新定位的工作繼續進

合現場舉辦的模式，讓公會得以維持會員服務，

行並取得了重大進展。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與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保持聯繫。公會舉辦

公會76%的會員已過渡至特許秘書及公司治理師

了首個網上「治理專業人士就業資訊日」，共有

(CS/CGP)的雙重稱號。此外，2020年1月1日是

146 人參加；亦舉行了三期治理專業人員說明會

公會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CGQP 新課程順利

（當中兩個為網上模式），共 284 人參加；另在

取代了國際專業知識評審(IQS)考試。在我們的工

香港的大學和教育機構以實地和網上方式舉行了

作中，治理方面精益求精日益重要，這從 CGQP

10場專業講座和說明會。公會為新學員及現有學

課程中加強治理的內容（如董事會動態治理、風

員舉辦了六場學員聚會，共 583 人參加，讓參加

險管理等）可見一斑。

者有機會互相認識，並且更好地了解特許公司治
理專業資格課程 (CGQP) ，學習應試技巧及相關

2020年6月30日，2,429名參加考試的學員已由

議題。

IQS過渡至CGQP。順利完成CGQP的學員，將獲
頒發 CS/CGP 雙重資格。此外，與本地大學合作

倡議及研究

的所有四項課程，都將在未來兩年內採用公會的

公會在香港開展的倡議活動整體數目下降了27%，

新課程大綱。

但其他方面的倡議工作量仍維持去年的水平。公

10

會發布了兩份研究報告，一份是香港和內地的公

最後一次 IQS 考試於 2019 年 12 月舉行， CGQP

司治理實務，另一份是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第一次考試原定於2020年6月舉行，但因新冠肺

表現與報告。公會就香港的法規建議提呈了六份

炎疫情而未能如期舉行。因為學員利益是公會最

意見書，而公會技術咨詢小組轄下的專題小組則

大的考量因素，所以公會及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總 裁 報 告

多個其他屬會，即馬來西亞、新加坡和 UKRIAT

這一項目的內容一直在CSj月刊的「以治理

（英國、愛爾蘭及相關屬土）在 2020 年 3 月經商

為事業」欄目刊登，讀者亦可在公會網站

議後，決定取消此次考試，改為2020年11月推出

www.hkics.org.hk的專欄瀏覽已刊登的人物專輯。

CGQP考試。
歡迎參與公會工作
「以治理為事業」項目

今年外部環境充滿挑戰，我們必須盡快適應已有

公會於 2020 年 5 月推出的「以治理為事業」項

的改變以及正在改變中的環境。在報告的最後，

目，我個人十分重視。項目的目的，是提升人們

我謹衷心感謝所有曾經參與公會相關工作的人

對治理專業和 CS/CGP 雙重資格的認識，即，治

士。公會目前所取得的成績以及未來發展，仰賴

理的卓越不僅是就實務及專業而言，也體現在個

包括秘書處員工、會員、畢業學員、學員、利益

人層面。

相關者以及其他人士的支持。假如您尚未加入公
會，歡迎您加入。公會不僅可幫助您發展在治理

為了讓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以及治理專業以

方面的事業，也可讓您有機會為卓越治理貢獻力

外的利益相關者深入認識治理專業人員的生活

量，邁向我們共同的未來。

和工作，「以治理為事業」項目以視覺和書面方
式表現專業背後的個人形象。視覺方面，公會請

Michael Kistler 為個別治理專業人員精心拍攝肖
像；文字方面，則記錄有關人員對治理的看法、
其職業路徑和個人動機。我們以往從未聚焦於治

FCIS FCS(PE)

理事業的個人層面，因此我對這項目的成果感到

孫佩儀

很滿意。我們致力涵蓋這一專業領域內不同層面

總裁

的代表人物，從處於事業高峰的佼佼者，到代表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未來的年輕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均有涉及。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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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6 月30 日理事會

理事會報告
謹此呈獻理事會報告，以及截至2020年6月30日

理事會披露事項

止的經審計財務報表。

理事會及其他董事職務
本財政年度內理事會成員名單載於本報告第14及

主要業務

15頁。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公會附屬機構今年的董

公會的主要業務，是通過持續開展對治理（包括

事或理事會成員（截至本報告日期），亦於第14

合規及風險管理），以及對公司和其他機構的發

及15頁列出。此外，孫佩儀是該七家附屬機構的

展策導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與實務，推動和

董事會或理事會成員。

提升公司秘書實務及領導力，從而實現對工商
業以及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與高效管理。公會

2021年理事會選舉

附屬機構的主要業務及其他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

在2020年年底，李健 FCIS

註1。

將按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54.1條規定退任。

FCS 及司馬志 FCIS FCS

司馬志先生符合資格並自薦重選連任，將於

治理架構

2020 年 12 月 15 日的周年會員大會參加重選。

理事會是公會的最高治理機構，由六個委員會

李先生決定不再重選連任，將退任理事會。理

輔助，即教育委員會、會籍委員會、專業發展

事會謹向李先生致謝，感謝他在任期間的貢

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人力資源委員會及提名委

獻。

員會。多個工作小組直接向理事會匯報，輔助
理事會在香港和內地的工作。秘書處由總裁孫佩

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54.2 條規定，選任理事會

儀FCIS

成員完成三屆任期後，須停任最少一年，才可

FCS(PE) 領導，負責實施理事會制定的戰

略。

重選。據此，陳綺華博士
士FCIS

12

FCIS FCS(PE)及高偉博

FCS(PE) 將由2021年1月1日起退任理事

理事會、其下設委員會及秘書處於2020年6月30

會。陳博士及高博士為公會作出了寶貴貢獻，理

日的治理架構載於本年報第16及17頁。

事會謹向二人致謝，並記錄在案。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理 事 會 報 告

截至2020年年底，譚國榮 FCIS FCS 擔任理事會當

業務回顧

然成員將滿三年，將按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50.2

2020財政年度內，由於其他收入大幅減少（詳見

條退任。理事會對譚先生為公會所作的寶貴貢獻

附註7），公會錄得綜合營運赤字854,510港元。

表示感謝。

對公會業務的中肯審視，以及報告期間對公會有
重要影響的事件，載於工作回顧一章（第 18 至

按公會組織章程細則第54.4條的規定，在2005年

31頁）；年內重大事件摘要及公會業務的未來發

8 月 30 日前當選的理事會成員中，無人總任期超

展，載於會長報告（第6至8頁）及總裁報告（第

過18年，而在2005年8月30日後當選的理事會成

9 至 11 頁）；公會面臨的主要風險，載於主要風

員中，無人總任期超過12年。

險與挑戰一章（第32至33頁）；公會的環保政策
及表現，以及公會與僱員的重要關係，載於企業

於提名截止日，除上述退任理事會成員司馬

社會責任報告（第34至36頁）。

志FCIS FCS 外，另有四人獲提名參選2021年理事
會，分別是鄒兆麟 FCIS FCS、馬金儒 FCIS
邵德勳 FCIS

FCS、

FCS 及王偉民 FCIS FCS。由於候選

人數超過理事會空缺人數，公會將透過郵寄投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詳情見財務報表附註

14。

票的方式進行選舉。候選人的履歷，以及有關

2020年周年會員大會的其他文件，可於公會網站

獲准許的彌償

瀏覽。

在本財政年度內，獲准許的彌償條文（定義見
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第 469

理事會成員利益

條）於惠及公會理事會成員的情況下持續有效。

理事會成員概無獲委任公會任何受薪或有酬金的
職位，公會亦未向任何理事會成員發放酬金。理

審計師

事會所有成員均已填妥本年度的利益申報表。

本年度的財務報表由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審計。該公司於2020年周年會員大會退任，

關連人士交易

但符合資格自薦重新委任。

在正常業務運營中的重大關連人士交易詳情，載
於財務報表附註26。
承理事會命

FCIS FCS

捐款

馬琳

年內公會用於慈善及其他用途的捐款共計

會長

711,628港元。

香港，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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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職位

姓名

稱號

性別

理事會服務年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會長

馬琳1, 2, 3, 5, 6, 7

FCIS FCS

女

4

副會長

高偉博士1, 2

FCIS FCS(PE)

男

8

FCIS FCS

男

3

副會長

司馬志

副會長

陳綺華博士1, 2, 3, 4, 5, 6, 7

FCIS FCS(PE)

女

8

司庫

李俊豪1, 2, 3, 5, 6, 7

FCIS FCS(PE)

男

5

理事會成員

區啟明教授

FCIS FCS

男

11

1, 2, 3, 5, 6, 7

（2020年1月1日起退任理事會）

理事會成員

陳慧媚

FCIS FCS

女

2

理事會成員

趙明璟

FCIS FCS(PE)

男

1

理事會成員

周偉成

FCIS FCS(PE)

男

1

理事會成員

何詠紫

FCIS FCS(PE)

女

1

理事會成員

李健

FCIS FCS(PE)

男

3

理事會成員

盧詩曼

FCIS FCS(PE)

女

4

理事會成員

劉志強教授

FCIS FCS

男

2

FCIS FCS(PE)

女

理事會成員

沈施加美

4

18
（15年為當選理事會成員，

3年為當然成員）

理事會成員

吳德龍

FCIS FCS

男

12

（2020年1月1日起退任理事會）

理事會成員

謝兵

FCIS FCS

男

2

理事會成員

容韻儀

FCIS FCS

女

5

當然成員及前會長

傅溢鴻#

FCIS FCS(PE)

男

7
（6年為當選理事會成員，

1年為當然成員）

當然成員及前會長

譚國榮1, 4

FCIS FCS

男

10
（7年為當選理事會成員，

3年為當然成員）

以上圖表中的上標數字表示有關理事會成員在本報告期間亦擔任以下附屬機構理事會成員及／或董事：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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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許秘書基金有限公司理事會成員
香港公司秘書公會有限公司理事會成員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中國）有限公司董事
思治企業咨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此公司為在北京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特許秘書及企業管治公會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公司治理公會有限公司董事
The Chartered Governance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imited董事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理 事 會 報 告

理事會會議出席率

技能、專長及經驗

（2019/2020年度）

7/9

公司治理／法律／公司秘書

2/9

公司治理／法律／公司秘書

7/9

公司治理／法律／公司秘書

7/9

公司治理／會計及財務／投資者關係／公司秘書

8/9

公司治理／會計及財務／公司秘書

5/6

公司治理／學術／教育

9/9

公司治理／法律／公司秘書

3/3

公司治理／公司秘書

3/3

公司治理／會計及財務／公司秘書

3/3

公司治理／公司秘書

8/9

公司治理／會計及財務／公司秘書

9/9

公司治理／企業傳訊／公司秘書

8/9

公司治理／法律／學術研究／教育

9/9

公司治理／公司秘書

4/6

公司治理／會計及財務／公司秘書

1/9

公司治理／財務／公司秘書

8/9

公司治理／會計及財務／法律／公司秘書

8/9

公司治理／會計及財務／公司秘書

8/9

公司治理／法律／公司秘書

# 傅溢鴻由2020年1月1日起退任上述1、2、3、4及5公司的理事會成員及／或董事，並由2020年1月

14日起退任上述6及7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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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架構
理事會

中國內地
關注小組

香港特許
秘書公會
傑出貢獻獎
評審小組

香港特許
秘書公會
名稱工作
小組

投資戰略
工作小組

人力資源
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中國內地
技術咨詢
小組

秘書處
總裁

教育及
考試部

16

會籍服務部

研究及專業
發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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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部

資訊科技部

市場部

財務及會計部

北京辦公室

理 事 會 報 告

提名委員會

會籍委員會

專業發展委
員會

教育委員會

紀律審裁組

特設資深
會士入會
面試小組

公司秘書
專責小組

學術顧問
小組

上訴審裁組

社區服務
核心小組

專業服務
小組

考試評審
小組

專業知識
咨詢小組
及七個專題
小組

專業資格
發展小組

Membership
調查組
Committee

CSj公會
月刊編輯
委員會

反洗黑錢與
反恐怖融資
活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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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回顧
教育及考試

可惜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特許公司治理公

2020 財政年度上半年，共有 844 名香港

會的多個屬會，包括公會、馬來西亞、新加坡和

和內地學員報考2019年12月最後一次的

UKRIAT（英國、愛爾蘭及相關屬土）經商議後，

國際專業知識評審（IQS）考試，共計1,135報考

於2020年3月作出艱難決定，取消了原定於2020

科次。當中有36名學員獲得優異獎或榮譽獎。

年6月舉行的第一次CGQP考試。

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課程

課程合作協議

自2020年1月1日起，IQS 考試由新的特許公司治

公會與香港多所大學簽訂了課程合作協議，根據

理專業資格課程（CGQP）取代，完成課程的學員

協議合辦的碩士課程在使更多年輕人成為治理專

可取得特許秘書及公司治理師資格。 CGQP 有六

業人員和公司秘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公會與

個必修科目，第七個科目須從兩個選修科目中選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

修。CGQP的目的是幫助學員掌握相應的知識和技

香港公開大學合辦的四項合作課程，繼續深受歡

能，並建立信心，以滿足公私營機構、上市公司

迎。四家大學最遲須於 2022 學年採用 CGQP 課

和非營利機構對公司秘書、治理專業人員、風險

程，根據協議，合辦碩士課程中CGQP八個科目的

管理人員、合規人員，以及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

內容佔比須最少達到80%。

在

事日益增長的需求。新的資格評審課程更側重合

18

規和強化治理，包括新增加的董事會動態治理及

2020財政年度內，共有257名報讀合作協議課程

風險管理科目。自CGQP推出以來，2,429名參加

的新生註冊為公會學員。若符合註冊要求，合作

考試的學員已由IQS過渡至CGQP，67名學員成為

協議課程的畢業生有資格申請完全豁免參加公會

畢業學員。

的資格評審課程。年內共有 323 名合作課程畢業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工 作 回 顧

生獲得完全豁免，成為公會畢業學員。今年共有

前共有四家大學及教育機構的學士合作課程

565項豁免申請獲得批准（400項為IQS豁免，另

獲得公會的資格評審課程認證，分別是明愛

165項為CGQP豁免），較上一年減少9%，共涉

專上學院、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恆生大學及

及1,724個科目。

香港公開大學。各課程必須涵蓋公會資格評
審課程的所有科目，但只有四個科目有資格

學士合作課程

獲得豁免，根據合作協議，公會的資格評審

2 02 0 財 政 年 度 推 出 了 新 的 學 士 合 作 課 程 ， 目

課程內容必須最少佔整個合作課程的80%。

的是與本地大學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並鼓勵

所有夥伴學士課程最遲須於2022學年調整課程大

本科生考取特許秘書及公司治理師資格。目

綱，採用CGQP課程相關內容。

主要數據 ── 教育及考試

752

3,312

798

46

-11%

-6%

-54%

-56%

新學員

學員總數

報考香港IQS考試
學員人數*

21

257

422

-75%

-2%

-44%

順利完成IQS
考試的畢業學
員人數*

報讀合作課程的
新學員人數

報讀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考試
預備課程的人數

報考內地 IQS 考試
學員人數 *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公會最後一次國際專業知識評審(IQS)考試於2019年12月舉行。由2020年1月1日起，IQS考試
由新的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課程 (CGQP) 取代，但因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6月的考試取消。

考試及格率
（平均）：

成績優異學員人數
（獲得優異獎及榮譽獎）：

41%

36

36%

67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小圈內的數字是2018年12月考試的相應百分比或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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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政策及質量保證
公會的教育委員會在考試評審小組和專業資格發展
小組的協助下，負責監督學員政策及公會資格評審
課程的質量保障工作。考試評審小組每年開會三
次，其中兩次是審閱考卷，討論相關事宜，第三次
會議則商討政策事宜及考試開發。專業資格發展

“公會2020財政年度的ECPD活
動，主要致力於提升會員的專
業技能及技術知識，並提升公
司秘書及治理專業人員在國際
上的認可度”

小組負責監察CGQP及其實施，包括相關的豁免政
策，並負責保障學習資料和模擬考卷的質量。

務、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合規、法律、會計及
網絡安全。今年公會在香港和內地共舉辦 103 期

專業發展

ECPD 講座，參加者共 23,644 人次，較上一年度

公會 2020 財政年度的 ECPD 活動，主要致力於提

增加8%。

升會員的專業技能及技術知識，並提升公司秘書及
治理專業人員在國際上的認可度。

講座及培訓課程
公會的公司秘書實務培訓課程，向會員、畢業學

ECPD講座

員和學員傳授必要和實用的最新知識，廣受歡

公會年內舉辦了多種類的ECPD講座，以滿足會員

迎。公會最近也開設了小型的公司秘書互動實務

不同的職業發展需要。目前，公會每月舉行七至八

工作坊，成功為處於不同職業發展階段的公司秘

期實地／網絡講座，所有會員、畢業學員及學員

書和治理專業人員提供幫助，協助他們更好地了

均可參加，目的是提升參加者作為公司秘書或治理

解治理專業工作的急速變化。2020財政年度共舉

專業人員的職能。有興趣的非會員，也歡迎參加講

辦了 13 期實務培訓課程，共有 3,339 人次參加；

座。2020財政年度講座的主題，涵蓋公司秘書實

另有12期實務工作坊，共有303人次參加。

主要數據 ── 專業發展
2019

2020

%

ECPD講座數目*

133

103

–23%

ECPD講座參與人數*

21,876

23,644

+8%

網絡CPD（錄像）講座數目

22

31

+41%

網絡CPD（錄像）講座參與人數

3,448

3,845

+12%

公司秘書實務培訓課程數目

25

13

–48%

公司秘書實務培訓課程參與人數

4,954

3,339

–33%

ACRU出席人數

2,003

1,942

–3%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 數字包括在香港和內地舉行的地區董事會秘書小組(RBSP)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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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U 2020
首次以網絡研討
會的形式舉辦，
共1,942人參加

為了配合上一財政年度採用的公司治理師新稱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為題的講座有五期，共有845

號，以及 2020 年 1 月推出的 CGQP ，公會在本財

人次參加。

政年度為會員、畢業學員及學員舉辦了一系列以
治理、風險管理和合規（ GRC ）為主題的實地

公會在2016年10月推出網絡CPD（錄像）講座，

和網絡講座。這個新系列整合了以往關於這些

為會員、畢業學員及學員提供另外一種學習平台。

主題的零散講座，務求更有效地與參加者分享

今年的網絡 CPD （錄像）講座續受歡迎，現共有

信息，避免重複。在 2020 財政年度，公會舉辦

31 期講座，全部以錄像形式播放，可於香港公開

了 12 期 GRC 實地／網絡講座，包括早期的風險

大學的網上學習平台觀看，年內吸引了3,845人次

管理講座和新合併的 GRC 講座，共有 2,542 人次

觀看（較上一年度增加12%） 。

參加。
企業規管最新發展研討會
隨著商業環境的變化，當前對香港註冊公司實益

公會年內最受歡迎的盛事，是一年一度的企業規

擁有人透明度的要求大大提高，公會以反洗黑錢

管最新發展研討會（ ACRU ）。 ACRU 匯集監管

與反恐怖融資活動為主題的講座仍需求旺盛。本

機構代表與公司秘書及治理專業人員，討論與

財政年度公會在這方面的實地／網絡講座，著重

專業相關及最迫切的規管事宜。今年的 ACRU 已

講解了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行業相關的新規例

至第 21 屆，也是第一次以網絡研討會的形式舉

及最佳實務發展，共舉辦了四期此類講座，共吸

辦。ACRU於2020年6月5日舉行，共1,942人參加

引865人次參加。

（較上一年減少3%），當中11%為非會員，各有不
同背景，包括董事、經理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可

今年講座的其他重要主題包括內地最新發展，以

見公司治理在更廣闊的商界層面日益重要，也反映

此為題的講座有六期，共1,030人次參加；及以環

ACRU對公會會員以外的利益相關者的吸引力大增。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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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者認可證明計劃

的個案共五宗，當中一宗在一名會員符合規定後

公 會 自 2006 年 起 頒 授 的 執 業 者 認 可 （ PE ） 證

在2020年7月14日結案，其餘四名會員因違反紀

明，旨在對每年完成最少 15 個 ECPD 學時（其中

律審裁組命令及決定而在 2020 年 7 月 3 日被開除

最少 10 個學時須由公會組織的 ECPD 講座或培訓

會籍。

課程獲得）的會員給予肯定。2020財政年度獲得

PE 證明的會員逾 270 人，其中約 130 人為上市公

會員、畢業學員及學員服務

司的公司秘書。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挑戰，作為關懷社
會的機構，公會迅速採取措施，大幅減少 2020

保持專業水平

財政年度舉行的實地活動，以遵從社交距離的要

公會的獨立紀律機構，即調查組、紀律審裁組與

求，並保障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的利益。公會

上訴審裁組，致力於確保會員、畢業學員及學員

快速採取了行動，改為通過網上途徑提供優質

遵守專業道德操守的要求。

服務。

進入紀律程序的專業操守個案

考試支持服務

在 2020 財政年度，公會核查了可能須展開紀律

在2020財政年度上半年，公會繼續透過考試支持

程序的個案，公會的核查主要藉助於以下外界資

服務，致力協助學員準備 IQS 考試。為協助學員

源：公司註冊處、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交易及

準備2019年12月的IQS考試，公會如常與香港大

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會計師公會、市場失當行

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舉辦了考試預備課程，另

為審裁處、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香

外亦舉辦了兩期考試技巧工作坊，分別有 422 及

港律師會。

192名學員參加。

今年有七宗個案轉交至調查組處理，另有三宗

2020 年 1 月推出 CGQP 後，公會推出多項新支

個案去年尚未完成調查。十宗個案當中，兩宗

持服務，包括為八個科目提供免費網絡學習資

因表面證據不成立，經調查後已經結案；三宗

料， CGQP 課程中的六個科目是必修科目，第

仍在調查中；其餘五宗轉交至紀律審裁組。連

七個科目須從兩個選修科目中選修。此外，在

同去年尚未處理完畢的四宗個案，紀律審裁組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間共舉辦七場有

在 2020 財政年度共處理九宗個案，當中六宗已

關 CGQP 的 實 地 或 網 上 學 員 聚 會 ， 共 吸 引 586

完成審理並結案，三宗仍在處理中。上訴審裁

人參加，內容包括如何使用網上學習平台及

組接獲兩宗有關紀律審裁組決定的上訴，當中

網絡學習資料、 CGQP 課程及科目簡介、預備

一宗已經完成審理並結案，另一宗則尚未完成

CGQP 考試的技巧，以及香港公司法科目的專業

處理。

講座。模擬考卷及評分標準均已上載至網站，
而所有網上聚會、應試技巧工作坊和學員講座

22

違反持續專業發展(CPD)規定

的錄像亦均上載至網站，在疫情期間方便學員

2020財政年度內違反CPD規定並以紀律程序處理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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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報讀 2020 年 2 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1.導師計劃

學院考試預備課程的人數很少，而因 2020 年 6 月

治理專業導師計劃是培育年輕專業人員的平台，

CGQP考試取消，2020年6月的預備課程亦已取消。

深受歡迎，今年已是第六屆。所有會員、畢業學
員及學員均可參加此計劃，2020財政年度共有46

個人及社會發展服務

名導師及90名導生（2019年：44名導師、77名

在2020財政年度，公會舉辦了26項實地及網上活

導生）參與。

動，共有2,203人次參加。公會也定期為會員、畢
業學員及學員舉辦活動，包括週年晚宴、一年一

2.會員社交網絡

度的資深會士及會士頒授儀式，以及社交聚會如

會員社交網絡計劃的目的，是為會員、畢業學

龍舟隊的活動。此外，公會今年也為會員、畢業

員及學員提供建立社交網絡的機會，交流專業

學員及學員提供了免費的網上健康講座，以維持

知識，同時舉辦各種活動，提升參加者的軟技

身體及精神健康為主題。

能。今年舉行的活動包括非政府組織如何面對治
理挑戰的講座、一系列午餐會，以及兩次與聘任

公會也繼續透過四大支柱項目，滿足興趣不一、

公會會員、畢業學員或學員的機構進行的拓展聚

經驗各異的會員的需要。

會。

主要數據 ── 會員、畢業學員及學員服務

26

2,203

46

90

62

-45%

-22%

+5%

+17%

-21%

參與治理專
業人員導師
計劃的導師
人數

參與治理專
業人員導師
計劃的導生
人數

會員活動數目

參與活動人數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暑期實習職位數目
（70個職位提供予
參與公會學生大使
計劃的大學生，24
個職位提供予元朗
區的中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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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樂趣小組

6,449名會員中，已有4,882名（76%）同時擁有

透過樂趣小組，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可有機會

兩個稱號。

參與多項輕鬆有趣的康樂活動。在 2020 財政年
度，小組與其他專業團體合辦了一場室內野戰活

出版刊物

動，另舉辦了烘焙班及咖啡拉花工作坊。小組亦

公會的刊物，是公會為會員及學員提供支持的另

舉辦多個網上健康講座，課題包括精神健康、壓

一平台。備受尊崇的《公司秘書》（CSj ）月刊，

力管理、居家伸展健身活動，以及利用精油提升

致力於探討公司秘書實務及公司治理戰略性議

免疫力。

題。該月刊與公會網站及每兩星期一次的電子通
訊，同為公會與會員、畢業學員、學員及其他利

4.社區服務

益相關者溝通的主要途徑。該月刊設有網絡版，

社區服務計劃在 2019 年 10 月舉辦了新的社區服

可於e-CSj網頁閱覽。

務月，為會員、畢業學員、學員及秘書處職員提
供服務社會的途徑，支持公會的企業社會責任項

捐款

目。社區服務月的活動包括義工培訓工作坊、兒

香港特許秘書基金有限公司（基金）於2012年成

童同樂日、與長者聚餐、探訪智障人士、乳健同

立，自2016年起成為公會全資附屬公司。透過基

行2019，以及粉紅服飾日。

金，公會安排捐款及贊助款項，支持有關治理教
育、研究和思想引領的工作。

此外，公會亦與不同商戶聯繫，為會員、畢業學
員和學員安排專享的優惠及服務。

2020財政年度內，基金共籌得952,767港元（當
中659,817港元由公會捐出），並分配311,030港

24

公司治理師稱號

元作各項用途。基金為本地大學及教育機構贊助

自 2018 年 9 月 30 日起，公會陸續頒授公司治理

了 20 項獎學金，為合作課程及相關學位課程學生

師（ CGP ）稱號予所有資深會士，以及有五年

贊助了29個科目獎（2019財政年度分別為20項及

資歷的會士。 CGP 稱號分階段頒授，與特許秘

31個），並向2019年12月最後一期IQS考試中成

書（ CS ）稱號並行。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

績優異的考生頒發了10個科目獎。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工 作 回 顧

年內，公會亦贊助了 11 項不同的大學生活動，包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有七家機構獲得公會備

括香港本地大學生組織的迎新營、導師培訓班、

受尊崇的反洗黑錢與反恐怖融資活動約章認證，

週年晚宴、就職典禮等。

因而可使用公會的反洗黑錢與反恐怖融資活動標
誌，以顯示這些機構符合公會反洗黑錢與反恐怖

倡議工作

融資活動指引內所列的極高標準。該指引於2016

倡議工作是公會的主要工作之一。公會獲公認為

年發布，與金融機構須遵守的標準相同。

公司秘書及治理專業的領導者；以此身份，我們
與相關政府團體、監管機構、其他本地及國際治

未來的治理專業人員

理組織及不同專業領域的成員保持緊密合作。

學員和年輕一代，是未來的治理專業人員，因此
公會倡議工作的一個重點，是大力培養數量眾多

反洗黑錢與反恐怖融資活動約章

的年輕人才，教導他們有關公司治理的知識以及

在 2020 財政年度，公會繼續不遺餘力地推動遵

越來越多的治理相關方面的內容，鼓勵更多年輕

守反洗黑錢與反恐怖融資活動的規定，讓公會會

人考慮投身公司治理專業。雖然2020財政年度挑

員、畢業學員、學員、其他利益相關者及在信託

戰重重，本地社會局勢不穩，全球出現新冠肺炎

及公司服務提供者領域工作的治理專業人員知悉

疫情，但公會仍與大學及教育機構緊密合作，以

所有最新進展。

不同方式實踐這一使命。

主要數據 ── 捐款

952,767

311,030

港元

港元

+
112%

-8%

基金籌得款項

基金捐款數字

20

29

0%

-6%

基金頒發的
獎學金數目

基金頒發的
科目獎數目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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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學員
為向大學生及研究生推介特許秘書及公司治理師
專業，公會聯同本地大學及教育機構舉辦了10 期
專業講座及說明會，既有實地會面，也有網上模
式。

“學員和年輕一代，是未來的
治理專業人員，因此公會倡議
工作的一個重點，是大力培養
數量眾多的年輕人才……”

2020年6月27日，公會舉辦了首個網上「治理專
業人士就業資訊日」，共有146人參與，獲得大學

了三期治理專業人員說明會（當中兩個以網上模

生、贊助機構和支持機構好評。資訊日旨在使參

式舉行），共 284 人參加。年內，公會接受本地

與者對於治理專業獲得更多的啟發與認知，並提

媒體五次採訪，加深了公眾人士對治理專業及其

供本地大學生與潛在雇主交流的機會，許多潛在

職業前景的認識。

雇主都是經驗豐富的治理專業人士及業界領袖。

現有學員

2019年12月，由本地大學高級管理層組成的學術

公會年內舉辦了六場學員聚會，有 583 名學員參

顧問小組召開會議，商討了日後的團隊工作，以

加。其間學員互相認識，交流準備考試的心得，

及進一步推廣治理專業事宜。此外，公會亦舉行

並更深入了解了CGQP和相關的網上學習工具包。

主要數據 ── 倡議

46

2,409

-27%

-19%

+
109%

倡議活動數目

倡議活動參與
人數

治理專業說明會
參與人數

583

29

53

+
483%

-12%

-58%

學員聚會（包括
新學員迎新活
動）的參與人數

參與公會學生大
使計劃下導師計
劃的導師人數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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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參與公會學生大
使計劃下導師計
劃的導生人數

38
0%
參與治理專業說
明會後註冊成為
學員的人數

工 作 回 顧

合作課程方面，公會為每期合作課程的學生舉辦

性議題的研究和參與，讓我們處於治理專業的前

迎新活動，並安排說明會，說明申請豁免及晉升

沿地位。

為會員的程序。公會亦定期向合作課程的學生髮
放公會最新消息及專業技術新知。

研究報告

2020財政年度內，公會發表了兩份新研究報告。
公會的學生大使計劃廣受好評，讓學生大使與較
資深的會員建立導師與導生的關係，並向本地大

1. 香港與內地公司治理實踐狀況

學生推介治理專業，介紹公司秘書及公司治理師

2019年10月，公會發表了《探討現狀：香港與內

的雙重資格。該計劃今年踏入第14年，自推出至

地公司治理實踐狀況》報告，闡述了香港與內地

今，已有1,700名學生大使；2020財政年度有110

目前的公司治理實務、政策及態度。調查結果顯

名新大使加入。此外，今年有53名大學生參加該

示香港和內地的公司治理大致良好，但仍須由公

計劃的導師計劃，擔任導師的公會會員有29人。

司秘書及治理專業人員協助以切實保障對治理工
作的投入。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在未來五年內，

公司治理論文及演講比賽，讓香港有潛質的大學

香港及內地的公司治理要求均將大幅提高。

生探討有關公司治理的前沿課題。今年論文比賽
主題為“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是一個價值主

2. 從治理角度看環境、社會及管治

張嗎？”，吸引了 69 個團隊共 200 人參賽，創

2020年1月，公會聯同畢馬威中國及中電控股有

歷史新高。在論文比賽中表現最出色的六組參賽

限公司發布了第二份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

者，於2019年9月19日競逐演講比賽的獎項。

及報告的研究報告，題為《環境、社會及管治與
業務的整合：香港上市發行人的環境、社會及管

研究與治理革新

治(ESG)分步實施指南》。報告就如何將ESG表現

有賴公會會員及專業人士的參與，公會凝聚的知

與治理架構及業務戰略整合提供了指引及建議，

識與見解，在香港、周邊地區以至國際層面均獲

羅列了一些具領導地位公司的觀點，並強調董事

得尊崇。公會對公司治理和公司秘書領域中前瞻

會監察須配合最新的披露法規要求。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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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革新

內地

2020財政年度內，公會繼續透過發出咨詢文件，

作為特許公司治理公會(CGI)的中國屬會，公會決

以及與監管機構及政府組織討論與公司秘書及治

意在內地推動特許秘書及公司治理師的發展，並

理專業有關的課題，藉此參與香港的法規改革及

特別為此投入資源。 2020 財政年度，內地會員

政策制定工作。公會就主要規管事宜提呈了六份

數目顯 上升。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會共有

意見書，涵蓋廣闊的範疇，全文可於公會網站閱

106名內地會員，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45%。

覽：www.hkics.org.hk。
特許秘書及公司治理師
說明性指引

專業資格

公會出版的說明性指引，旨在為會員及從事治理

自2018年起，有意取得特許秘書及公司治理師專

工作的人士提供協助，在引領治理革新方向上也

業資格的內地學員數目大幅上升。在這兩年內，

起著重要的作用。 2020 財政年度內，公會專業

已有50名學員由畢業學員晉升為會員。但在2020

知識咨詢小組下設的七個專題小組制定了七份新

財政年度，註冊學員的數目減少，由2019財政年

說明性指引，內容包括道德、賄賂及貪污；競爭

度的309人，下降至292人。

法；公共治理；以及收購合併。這些說明性指引
可於公會網站閱覽：www.hkics.org.hk。

由公會與香港公開大學自2016年起在上海開設的
企業管治研修班課程，以及自 2019 年起在深圳

此外，公會於2019年9月發布了《A+H股公司內

開設的課程，大幅增加了畢業學員的整體人數。

幕信息披露實務指引（第二版）》，從務實的治

課程為有意晉身或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公司秘書、

理角度，就兩地上市的公司如何處理內幕信息披

董事會秘書或公司治理專業的人士提供了學習實

露的不同要求，為董事、高管、公司治理從業人

用知識與技能的機會。 2019 年 9 月，上海的第四

員及監管機構提供寶貴參考資料。

屆課程和深圳的第一屆課程開課，分別有 29 人
（前一年為38人）及19人報讀。學員在修畢全部
課程，並完成在香港公開大學為期一周的住校課
程，取得企業管治碩士學位後，即符合資格申請

主要數據 ── 研究與治理革新

2

10

7

0%

-17%

-13%

研究報告

小組會議

說明性指引

完全豁免公會的專業資格考試，成為畢業學員。

最後一期國際專業知識評審 (IQS) 考試，於 2019
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舉行，與香港同步，報
考 科 次 為 6 8 人 次 （ 較 2 01 8 年 1 2 月 的 考 試 減
少 1 3 % ， 較 2 01 9 財 政 年 度 的 兩 期 考 試 減 少

59%）。報考人數減少，主要是由於不少學員選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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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參與新的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CGQP)考試。

工 作 回 顧

“公會在內地監管機構及上
市公司中聲譽良好，與內地
的利益相關者工作關係維持
緊密。”

第一期 CGQP 考試原定於 2020 年 6 月舉行，可惜

其後涵蓋範圍擴大至為內地或境外上市或擬上市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首期CGQP考試須延至

的公司董事會秘書及同等職務人士、董事、監事

2020年11月舉行。

及其他高管提供專業培訓、研究及交流服務。

2020年6月，公會理事會批准其下設的中國內地
專業發展

關注小組進一步擴大聯席成員計劃的議案，以涵

2020財政年度，公會在內地實行的聯席成員計劃

蓋從事治理相關工作的董事、監事及相關高管。

持續發展。計劃最初的目的，是為H股公司董事會

公會準備近期為這些新加入的人群提供更符合其

秘書及同等職務人士提供專業培訓課程及服務；

需求的服務。

主要數據 ── 內地

292

106

173

68

-6%

+45%

+2%

-59%

學員

會員

聯席成員

IQS報考科次*

3

511

3

109

-50%

-40%

-40%

-32%

內地ECPD講座**

參與ECPD講座
人數**

地區董事會秘書
小組(RBSP)會議+

參與RBSP會議
人數+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 2020年度的IQS報考科次，只適用於2019年12月的一期考試。 2020年6月的CGQP考試因疫情關係取消。
** 數字包括兩期聯席成員ECPD講座，以及一期為H股公司舉辦的培訓課程。
+ 數字包括在香港舉行的一次地區董事會秘書小組會議。原定在內地舉行的兩次會議，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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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會共有173名註冊聯席

司、A股公司及擬上市的公司，講座涵蓋廣泛的主

成員（上一財政年度有170名），其中41%為H股

題，包括風險管理、內幕信息管理與管控、年度

公司董事會秘書及職務相當人士，26%來自A+H

業績報告、法規新知、H股公司公司章程細則的修

股公司及其他多地上市公司，20%來自紅籌股公

訂，以及財務信息披露。

司， 7% 來自 A 股公司， 6% 來自擬上市公司。與

2019財政年度相較，來自紅籌股及A股公司的聯

公會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及西南地區（包

席成員數目增加了4%。

括重慶及成都）設立的五個地區董事會秘書小組

(RBSP)，是地區會員、畢業學員、學員和聯席成
公會的聯席成員ECPD講座繼續吸引非聯席成員參

員聚會的重要平台，為董事會秘書們提供了重要

加。在2020 財政年度，約72%的ECPD講座參加

的聯誼機會，並為董事會秘書與監管機構提供了

者並非聯席成員，其中大部分是董事會秘書的下

有效的溝通途徑。在 2020 財政年度，公會在香

屬、董事、監事及其他高管，他們從聯席成員、

港、北京和上海舉辦了三次RBSP會議，共有109

會員、學員及公會的合作夥伴，以及曾參與以往

位聯席成員、會員、學員、董事會秘書及監管人

講座的人士得知有關講座。這些數字表明公會的

員出席。另有兩個RBSP會議原定於深圳和成都舉

專業推廣已擴大至非H股公司及非聯席成員，也凸

行，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而取消。

顯了公會在內地聲譽良好，在內地公司中的備受
推崇，而且公會專業獲得更廣泛認可。

倡議工作
公會在內地監管機構及上市公司中聲譽良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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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及12月，公會分別在蘭州和北京舉行

內地的利益相關者工作關係維持緊密。自

了兩期聯席成員 ECPD 講座； 2019 年 11 月為 H 股

起，公會先後與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國上

公司舉行了一期培訓講座，合計共有511人參加，

市公司協會及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簽訂了合作備忘

參與者來自 H 股公司、 A+H 股公司、紅籌股公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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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工 作 回 顧

6%

41+26+2076P

7%
A股公司
20%

擬上市的公司

紅籌股
公司

26%
A+H股及其

173

註冊聯席成員
（2019年：170）

他多地上市
的公司

第三項及第四項，即《滬港通及深港通監管問題
實務調研報告》，以及《H股公司章程修訂及股東

41%
H股公司董

大會統籌原則性實務指引》（章程修訂指引），

事會秘書
及同等職
務人士

機構對公會專業能力的信任。第三項工作的調研

是應內地監管機構的要求而開展，這體現了監管

報告是基於選定企業的反饋，主要闡述了 A+H 股
公司的信息披露實務，並列出了上海、深圳和香
港法規的不同之處。調研報告已經完成並於2020
年2月提交至內地及香港監管機構。

截至2020年6月30日

2020財政年度內，公會繼續向香港上市及擬上市
的內地公司推廣良好公司治理，推介特許秘書和
公司治理師專業。自上一財政年度起，公會已開
始透過與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上海自由
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及深圳南山區上市公司協
會建立合作關係，把推廣工作擴展至高新科技公

第四個調研課題，目的是為境外上市的H股公司修
改公司章程提供建議。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支持下，公會的中國內地技術咨詢小組起草了
章程修訂指引，並在 2020 年 2 月發送給了 H 股公
司，以為該等公司之公司章程相關條款修訂的最
佳實務提供及時支持。指引受到H股公司董事會秘
書及業內相關專業人士歡迎。

司及／或“獨角獸”企業。

研究與治理革新
與內地聯席成員、會員及學員有關的課題研究，
是公會工作的重要部分。在2020財政年度，公會
繼續開展研究項目，發出最新的實務指引，並致
力為內地和香港的監管決策貢獻力量。公會研究
工作的質量，以及所提供的實務支持，大大增強
了公會對上市公司和監管機構的專業影響力。

公會中國內地關注小組下設的中國內地技術咨詢
小組，今年開展了四個調研課題，第一項《A+H
股公司內幕信息披露實務指引（第二版）》已於

2019年9月發布。第二項《A+H股公司關連交易
實務指引》目前正在進行中，初步定於2020年底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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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與挑戰
有

效地管理內在和外在的主要風險與挑戰，

所有識別到的風險，以及為降低風險而採取的任

是公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於整個治理

何措施，均由秘書處向審核委員會報告，審核委

業界來說也日益重要，在目前的環境下尤其如

員會再直接向理事會報告。每個部門維持各自的

此。除了與公會密切相關的戰略與營運、信息科

監察和內部管控，負責履行其內部運作政策及程

技及財務這三方面的潛在威脅，公會也主動積極

序的合規責任。

識別、評估和盡可能防範其他可能影響公會的風
險，例如規管與合規、健康及安全、聲譽及第三

在2020財政年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為保障會

方服務提供商等其他風險。

員、畢業學員和學員的安全和利益，公會把實地講
座和活動改以網上講座和網上會議的形式舉行，取

戰略及營運風險

消了2020年6月的一次考試，並促請會員、畢業學

所有行業和機構均易受戰略風險的影響，風險源

員和學員以電子方式與公會聯繫，避免親身到訪。

自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環境的快速變化。這一
現實，加上會員、監管機構和公眾人士對治理水

信息技術風險

平的期望日高，激勵公會努力不懈，致力分析當

在目前的經營環境下，預計及防範信息技術風險

前事態的影響，並且識別和處理相關的風險。公

的需要尤其迫切。潛在風險的數量和復雜性大

會仔細審視內部流程和管控措施，必要時予以更

增，不僅涉及數據私隱的威脅、技術上的干擾，

新，盡可能消除營運風險。

還涉及網絡攻擊、惡意軟件、欺詐電郵和資料外
洩的威脅。另一方面，公司爭取在網上曝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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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理事會每兩個月開會一次，監察多項戰略、

機會也大增，相關法律法規的合規要求也隨之增

營運及其他風險，並為公會制定戰略方向。為了

加，包括有關收集及利用用戶及員工數據及有關

最有效地防範風險，同時確保過程獨立和客觀，

數據安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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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風 險 與 挑 戰

主要數據 ──
投資組合

29,673,396
港元

+1%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有效地管理內在和外在的主
要風險與挑戰，是公會的一項
重要任務”

財務風險
業務運營過程中財務風險不可避免，財務風險源
自多種因素影響，包括本地及國際社會經濟與政
治環境的各種影響等。公會從事正常業務活動期
間，面臨多種財務風險，包括信貸及匯率風險。
有關財務風險的詳情，以及公會為管理這些風險

公會要提供方便有效的服務，有賴安全嚴密、運

而採用的政策及做法，請見財務報表附註30。

作健全的信息技術系統。為應對信息技術系統故
障或受威脅的風險，公會謹慎從事預防性的維護

有見及此，公會嚴格採取了審慎的抗通脹投資戰

工作、採取監測監控及控制風險擴散措施。在

略，致力保持財務狀況穩健，保留充足的儲備為

2020財政年度，公會繼續聘用獨立顧問公司，分

其日常活動提供資金，維持其發展需要。公會亦

析信息技術安全情況，向公會提供意見，並負責

外聘專業投資經理，管理公會的現金盈餘，作為

公會網上平台的保安工作。年內並無資料外洩事

消減潛在財務風險的額外措施。

件。
雖然中美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投資環境困
公會完成了會員數據庫系統的提升工作，信息系

難，但由於戰略運用得宜，公會的投資組合維持

統因而更安全，更方便使用，短期內更將推出新

在與 2019 財政年度相若的水平。截至 2020 年 6

功能。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公會大部分溝通工作

月 30 日，投資組合為 29,673,396 港元（較去年

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在相關的信息技術風險消減

增加約1%）。

措施方面，秘書處為 Zoom 網上會議制定了操作
程序，包括設定強度高的會議密碼、利用系統編
髮會議號，並禁止參加者先於主持人加入會議。

香港 特 許秘書公會 2020 年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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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身

為治理專業人員，我們認為推廣企業社會

提高工作環境質量的因素之一，是員工的健康和福

責任，並身體力行，是我們的職責中不可

利。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公會迅速主動採取預防

或缺的部分。以道德、負責任及可持續的心態對

措施，包括實施在家工作安排、提供清晰指示及指

待公會的工作至為關鍵。對我們來說，這並非簡

引、定期為辦公室消毒、安排例行體溫測量，並

單地逐項核查的例行公事。

向香港和北京秘書處所有職員派發個人防疫包。

工作環境質量

公會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表現良好，獲得了香港

多項國際研究和公會的經驗均顯示，良好的工作

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頒發的“ 2020 好雇主約

文化，與專業滿足感程度和生產力相關，對個人

章”。此外，公會是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

的生活和成長也有裨益。公會致力維持員工的良

劃管理局的響應機構，該局在1998年成立，目的

好關係，每月舉行聚會，以加強各部門之間的互

是支持香港工作人口的退休保障。公會在2019至

助合作，建立團隊精神。

2020年度喜獲嘉許為「積金好雇主」，並獲「積
金推廣獎」，肯定了公會在加強僱員退休保障方

公會也為員工提供專業及個人發展機會，經常安

面的努力。

排課程及講座，提升員工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包
括軟技能。在2020財政年度，公會共為秘書處職
員報讀 31 個培訓課程，涉及 159 人次，合共 280
個培訓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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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負責任及可持續的
心態對待公會的工作至為關
鍵。對我們來說，這並非簡單
地逐項核查的例行公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環境責任
公會定期檢討環保措施，持續提升對生態環境無
害的措施及做法，並提高員工、會員、畢業學員
及學員的環保意識。

公會秉持回收再利用、減少廢物、循環再造、替
代使用的原則，在日常運營中盡可能使用環保產
品，並致力減低資源消耗量，減少碳排放。措施

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一起參與。2020年3月28

包括使用回收紙張，採用雙面打印，收集辦公室

日，公會香港秘書處和北京代表處於晚上 8:30至

內可循環再造的廢物送往指定的收集點，並且盡

9:30關掉所有電燈，支持這項活動。

量減少打印文件，包括與會員和學員的通訊。公
會已完成會員數據庫系統的提升工作，因而可以

此外，在 2020 年 1 月，公會聯同畢馬威中國及

透過電郵發信，例如會員每年延續會籍的通知及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發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收據，而報名參加講座和活動也可在網上進行。

題為《環境、社會及管治與業務的整合：香港上

為 CPD 講座提供電子講義，並使用電子評價表收

市發行人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分步實施指

集回饋意見，這些已成為常態。越來越多訂閱者

南》，涵蓋 ESG 表現與報告等豐富內容，由業內

選擇透過電郵收取CSj月刊，不再接收印刷本。截

傑出的從業人員提出見解及建議。報告可於公會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共有 4,493 名訂閱者收取電

網站閱覽。

子版月刊，較 2019 財政年度增加 5% 。這些措施

社區參與

有助節省紙張和時間，提升效率和效能。

公會的社區服務活動，由會籍委員會轄下的社區
在節省能源和減少用電方面，公會把室內平均溫

服務組籌辦。這些活動有賴秘書處團隊鼎力支

度維持在 24 o C 至 26 o C 。我們繼續支持世界自然

持，以及熱心服務社區的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

基金會一年一度的「地球一小時」活動，亦邀請

積極參與。
HK$

主要數據 ── 企業社會責任

280

350

430

87,134

+69%

-6%

+14%

-32%

+6%

員工培訓人次

培訓時數

義工服務時數

紙張消耗

電力消耗

159

小時

小時

令

港元

注：百分比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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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財政年度，秘書處連續第七年外聘香港耀
能協會為公會提供多項辦公室服務，例如郵寄及
影印等。香港耀能協會是社會福利機構，為遭受
中樞神經系統創傷的人士提供世界級的專業復康
服務，關注他們的教育和福利，協助他們自立，
融入社會。

公會今年透過義務工作發展局首次舉辦義工培訓

前線醫護人員對抗新冠肺炎疫情。作為義務工作

工作坊。義務工作發展局是非營利機構，積極推

發展局轄下香港義務工作議會的成員，公會在 4

廣義務工作的持續發展。 2019 年 7 月的服務智障

月向義務工作發展局捐贈 100 個防疫包，派發予

人士技巧工作坊，讓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了解

基層人士，支持該局的「同心抗疫」義工關懷行

瞭如何為智障人士提供服務。

動。核心小組的成員自願付出時間包裝和運送防
疫包。

2019 年是特許秘書在香港非正式成立 70 週年，
也是公會成為本地獨立專業團體25週年。為紀念

在培育治理專業領導人才方面，公會參加了香

這一特別的年份，公會在 2019 年 10 月舉辦社區

港總商會的商校合作計劃， 2019 財政年度與嘉

服務月，活動包括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的“盛饌

諾撒聖瑪利書院合作。在 2020 財政年度，雖然

顯關懷”、支持香港癌症基金會的粉紅服飾日、

公會繼續參與這項計劃，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關

與香港心理衛生會合辦精神障礙人士社區服務

係，原定為結對中學生舉辦的活動均暫停，待

日，以及連續第五年參加香港乳癌基金會舉辦的

2020/2021年度才恢復。

乳健同行2019籌款活動。隨後的11月，公會與東
華三院聯合舉辦兒童同樂日。

公會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 2019/2020 「商界
展關懷」活動中，連續三年喜獲頒授「同心展關

為進一步推動社區服務活動，公會一群熱心會

懷」標誌。該獎項旨在表彰克盡良好企業公民責

員、畢業學員和學員在 2020 年 2 月成立社區服務

任的機構。

核心小組，目的是為提供更多社會服務活動的新
思路，並推動會員、畢業學員和學員參與社區服
務活動。

2 02 0 年 3 月 ， 公 會 向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捐 贈
50,000港元，為有需要的人士購買了衛生及防疫
用品。同樣在 3 月，公會透過北京附屬公司向中
國紅十字基金會捐贈人民幣10,000元，支持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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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年報有任何意見，歡迎電郵至ask@hki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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