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簡介

* 錢果豐博士
董事長

 錢博士，57歲，為本行獨立非

執行董事長。彼自 2007年 8月

起出任本行董事。彼為 C D C 

Corporat ion（在美國納斯達克

股票市場上市）及其在香港上市

的附屬公司China.com Inc.之主

席。彼亦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及

香港滙豐直接投資（亞洲）有限公

司之主席及多家公司之董事，包

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英之傑集團、利亞零售有限公

司、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及Swiss 

Re insurance Company。彼亦

為香港／歐盟經濟合作委員會主

席；亞太經合組織商業諮詢委員

會香港區成員；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天津市常務委員會委員；

及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及前主

席。於1998年至2007年期間，

錢博士為滙豐控股有限公司之獨

立非執行董事，並於 1984年至

1997年期間，擔任南順香港集團

總裁之職。錢博士於 1992年至

1997年被委任為當時港英政府的

行政局議員，及後於1997年7月

至2002年6月獲委任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彼曾擔任

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

席、香港／日本經濟合作委員會

主席、工業及科技發展局主席及

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主席。錢

博士於 1993年被委任為太平紳

士，1994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

勳章」（CBE），1999年獲頒「金

紫荊星章」，2008年獲法國政府

頒授榮譽騎士勳章。

 錢博士於 1978年取得美國賓夕

凡尼亞大學之經濟學博士學位，

並於 2006年出任該大學之校董

會成員。

 柯清輝先生
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柯先生，59歲，為本行副董事

長兼行政總裁，及執行委員會委

員。彼自 2000年 2月起出任本

行董事。彼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之董事；恒生銀行（中

國）有限公司、恒生投資有限公

司、恒生保險有限公司及恒生人

壽保險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及

Barrowgate Limited 之董事。彼

亦為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思捷環

球控股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

公司之董事；香港銀行學會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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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議會成員；恒生商學書院校

董會主席；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

副主席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

員；香港僱主聯合會顧問；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巿委員會

委員；2009東亞運動會（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香港公益金籌募

委員會主席及董事會成員；及何

梁何利基金信託委員會成員。繼

彼於2000年及2003年出任香港

銀行公會主席後，於 2004年至

2005年4月出任該公會副主席。

彼於2000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

Hong Kong Interbank Clearing 

Limited及於2004年至2005年期

間擔任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

董事職務。

 柯先生於 1972年取得香港大學

經濟及心理學學士學位後加入香

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柯先

生曾任職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

限公司多個部門，包括人事、證

券、零售銀行及企業銀行部。彼

於 1995年升任副總經理兼工商

及金融機構業務主管，並於2000

年獲委任為總經理及於 2005年

獲委任為董事。

# 魏國麟先生
 魏國麟先生，56歲，為本行非

執行董事。彼自 2006年 9月起

出任本行董事。彼為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有限公司之財務主管及

HSBC Holdings BV若干附屬公

司之董事，其中包括HSBC Asia 

Holdings BV。彼曾出任美國滙豐

融資有限公司企業銀行司庫高級

副總裁及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資產及負債管理之執行副總裁。

 魏 國 麟 先 生 畢 業 於 美 國

R e n s s e l a e r  P o l y t e c h n i c 

Institute，並於1974年獲得科學

學士學位。彼亦分別於 1975年

於倫敦經濟學院取得科學碩士學

位及於 1976年於芝加哥大學取

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 陳祖澤先生
 陳先生，65歲，為本行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彼自

1995年8月起出任本行董事。彼

為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九龍

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

巴士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路

訊通控股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長；及粵海投資有限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彼亦為香港金融管

理局外滙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

香港賽馬會董事局主席；香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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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顧問委員會主席；香港公

益金名譽副會長；及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非官方

委員。彼亦曾於 2000年至 2003

年間擔任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於

1964年至 1978年及 1980年至

1993年間任職於香港政府，期間

歷任港督私人秘書、副常務司、

政府新聞處處長、副布政司、工

商司及教育及人力統籌司等要

職。陳先生於1999年7月，榮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

荊星章」。

 陳先生於 1964年取得香港大學

英國文學學士學位。

 陳國威先生
 陳先生，52歲，為本行執行董

事兼財務主管，及執行委員會

委員。彼自 2 0 0 5年 1 2月起出

任本行董事。彼為恒生銀行（中

國）有限公司之副董事長及本行

若干附屬公司之董事，包括恒生

銀行信託有限公司、恒生保險有

限公司、恒生財險（香港）有限

公司及恒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彼亦為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執行委員會及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委員；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香港分會）專業發展委員會

委員；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

委員；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

委員；香港公益金入會、預算及

分配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

會計學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科

技大學會計學系系會榮譽顧問；

市區重建局審計委員會增選委

員；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基金

會投資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投資委員會

成員。

 陳先生於 1993年取得英國華威

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為香

港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公認會

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彼於 1995

年 7月加入本行任助理總經理兼

財務監理處處主任。彼於 1998

年出任本行財務主管，負責本

行的財務規劃與管理，以及本行

之財務準則與監控。彼於 2003

年獲晉升為本行副總經理，並

於 2005年 12月獲委任為本行總

經理。

 陳先生曾任職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並曾於本港多家銀行及上市

公司工作，包括美國大通銀行、

澳洲紐西蘭銀行及香港大新金融

集團。

* 鄭裕彤博士
 鄭博士，83歲，為本行獨立非

執行董事。彼自1985年3月起出

任本行董事。彼為新世界發展有

限公司、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

司、萬邦投資有限公司及利福國

際集團有限公司之主席。彼亦為

信德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

* 張建東博士
 張博士，61歲，為本行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委員。彼自

2004年5月起出任本行董事。張

博士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香

港機場管理局董事會主席、香港

盈富基金監督委員會主席及香港

科技大學校董會主席；大律師紀

律審裁團及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

報諮詢委員會會員；及香港公開

大學校董會成員。

 張博士獲委任為滙豐控股有限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由 2009

年 2月 1日起生效。張博士亦為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香

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新鴻

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 The Association of 

Former Council Members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之董事。張博士於2005

年辭任瑞安建業有限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一職。張博士於 2008

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

「金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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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博士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

計師公會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資

深會員。張博士於 1969年加入

香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香港

畢馬威」），並於 1974年成為合

夥人。張博士自 1996年 10月至

2003年3月，獲委任為香港畢馬

威之主席兼行政總裁，並於2003

年3月31日退休。

# 霍嘉治先生
 霍嘉治先生，57歲，為本行非執

行董事。彼自2007年8月起出任

本行董事。霍嘉治先生自 2007

年 7月起出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總裁，並於

2008年 5月獲委任為滙豐控股

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彼為滙豐集

團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和專責亞

太區業務的滙豐集團常務總監。

彼亦為滙豐集團工商業務環球主

管；馬來西亞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越南滙豐銀

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澳洲

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The Shek O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董事；以及滙豐銀行（中國）有限

公司非執行董事。

 霍嘉治先生由2006年至2007年

7月期間任專責拉丁美洲業務的

集團常務總監；並由 2002年至

2006年任滙豐集團總經理兼墨西

哥滙豐的主席兼行政總裁。1999

年 12月至 2002年 7月期間，彼

曾任美國滙豐銀行工商業務的高

級執行副總裁，以及墨西哥滙豐

銀行的主席，主管美國、巴拿馬

和墨西哥的個人理財及工商銀行

業務。在此之前，霍嘉治先生

曾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泰國、

香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及

卡塔爾。

 霍嘉治先生在蘇格蘭的愛丁堡

George Watson’s College受教

育。彼在愛丁堡大學取得法律學

士銜後，於1974年7月加入滙豐

集團。

 於 2007年 12月，霍嘉治先生獲

英女皇頒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CBE），以表揚他在墨西哥支持

英國商界及對公益服務與機構的

貢獻。

 霍嘉治先生現為Visa Inc之Visa 

As ia  Pac i f i c  Sen ior  Adv isory 

Counci l及重慶市市長國際經濟

顧問團成員。

* 許晉乾先生
 許先生，65歲，為本行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委員。彼

自1994年8月起出任本行董事。

彼亦為 Pointpiper Investment 

Limited 之董事兼行政總裁，及

中建企業有限公司、怡和控股有

限公司、怡和策略控股有限公司

及置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利定昌先生
 利先生，55歲，為本行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委員。彼自

2002年8月起出任本行董事，彼

亦為Barrowgate Limited 董事。

利先生為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主

席；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中電控

股有限公司及 SCMP集團有限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馬士基

（中國）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彼為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副會長。

 利先生取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土

木工程學士學位，並獲得英格蘭

及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資格。

* 李家祥博士
 李博士，55歲，為本行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彼

自2000年2月起出任本行董事。

彼為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首席會

計師，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十屆及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

員。彼亦為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王氏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華潤創

業有限公司、路訊通控股有限公

司、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美

維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彼亦為

香港金融管理局程序覆檢委員會

主席；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諮詢小

組委員；以及結算及交收系統上

訴審裁處委員。李博士於 2007

年12月辭任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於2007年6月退任中化化肥控股

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

亦於 1994年任香港會計師公會

會長。李博士於2003年7月榮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

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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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士於1975年取得英國曼徹斯

特大學經濟學（榮譽）學士。李博

士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 羅康瑞博士
 羅博士，60歲，為本行非執行

董事。彼自1999年2月起出任本

行董事。彼為瑞安集團主席；瑞

安房地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

裁；瑞安建業有限公司，及中華

匯房地產有限公司主席；及鷹君

集團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彼亦

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

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香港工商專

業聯會永遠名譽會長；長江開發

滬港促進會理事長；重慶市人民

政府經濟顧問；及香港科技大學

名譽顧問委員會主席。羅博士於

1998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頒授「金紫荊星章」。彼獲授香港

商業獎之 2001年商業成就獎。

彼亦獲香港董事學會頒發「2002

年度傑出董事獎 － 上市公司執

行董事」，及於2005年獲法國政

府頒授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羅

博士於2008年9月退任中國電訊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博士於 1996年受聘為上海同

濟大學顧問教授，同年獲香港科

技大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

位，並於 1998年受聘為上海大

學顧問教授。

 潘仲賢先生
 潘先生，54歲，為本行常務董

事兼副行政總裁，及執行委員

會委員。彼自 2 0 0 4年 1 2月起

出任本行董事。彼為Grandland 

Shipping Limited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並為本行若干附屬公司之

董事，包括恒生銀行信託有限公

司、恒生授信有限公司、恒生財

務有限公司、恒生保險有限公司

及恒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彼亦

為恒生指數有限公司之恒生指數

顧問委員會主席及香港公益金籌

募委員會委員。

 潘先生在取得西澳洲大學商學

學士學位後，於 1976年加入安

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安達信」）

工作，並取得澳洲特許會計師

資格。彼於 1981年離開安達信

後，曾任職於數間國際知名的金

融機構。

 潘先生於 1988年加入滙豐集團

為滙豐船務有限公司（Wayfoong 

Shipping Services Limited）（滙

豐集團於亞洲提供船務貸款之公

司）之副常務董事，並於翌年獲

委任為常務董事。彼曾於滙豐集

團出任多個職位，並於2003年1

月出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

司工商業務助理總經理。

* 冼為堅博士
 冼博士，79歲，為本行獨立非執

行董事。彼自 1991年 11月起出

任本行董事。彼為萬雅珠寶有限

公司董事長，及美麗華酒店企業

有限公司副主席。彼亦為新世界

發展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 鄧日燊先生
 鄧先生，56歲，為本行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委員。彼

自1995年8月起出任本行董事，

並自 2007年 5月起出任為恒生

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之監事。彼

為昇和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長；

景福集團有限公司之副主席；美

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及香港

商業廣播有限公司之董事。彼亦

為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投資顧問委員會主席；香港海關

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主

席；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小組A

成員；及鄧肇堅何添慈善基金會

員。彼於1997年獲委任為太平紳

士及於2000年7月榮獲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鄧先生於 1 9 7 6年取得美國加

州Men lo  Co l l ege工商管理學

士學位及於 1978年獲美國加州

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頒授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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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冬勝先生
 王先生，57歲，為本行非執行

董事。彼自 2005年 5月起出任

本行董事。彼為滙豐控股有限公

司之集團總經理兼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香港及

中國內地）；滙豐銀行（中國）有

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兼副董事

長；湖北隨州曾都滙豐村鎮銀行

有限責任公司、重慶大足滙豐村

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福建永安

滙豐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及北

京密雲滙豐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

司之非執行董事兼董事長；滙豐

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及滙豐人壽

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之董事兼主

席。彼亦為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及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香港銀行

同業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總商會

董事；香港銀行公會主席；香港

銀行學會會長；香港貿易發展局

金融服務諮詢委員會及銀行業行

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金

融管理局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委

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

省委員會第十屆委員、中美交流

基金會顧問委員會成員、航空發

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大珠三角商

務委員會成員、以及香港大學榮

譽教授。

 王先生畢業於美國印第安納大

學，取得電腦科學學士及碩士、

市場及財務學碩士學位。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霍嘉治先生為專責亞太區業務之滙豐集團
常務總監及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之董事兼行政

總裁。柯清輝先生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之董事。王冬勝先生為滙豐集團

總經理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之執

行董事（香港及中國內地）。魏國麟先生

為HSBC Holdings BV若干附屬公司包括

HSBC Asia Holdings BV之董事及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之財務主管。張建東博

士自2009年2月1日起獲委任為滙豐控股

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滙豐控股有

限公司、HSBC Holdings BV、HSBC Asia 

Holdings BV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

司各自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 2及第 3分部需予披露之本行權益，有

關詳情於2008年年報董事會報告書之「主

要股東權益」項下披露。

 本行董事於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持有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所指之本行權

益（如有），現詳列於 2008年年報董事

會報告書之「董事及候補行政總裁權益」

項下。

 除各董事於「董事簡介」內所披露之詳情

外，各董事（a）於過去 3年並無在香港或

海外的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

（b）並無於本行及其附屬公司擔當任何其

他職務；及（c）與本行之其他董事、高層

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

其他關係。

 各董事（執行董事除外）將收取不時由本行

股東於股東周年常會上議決之董事袍金。

有關現時董事袍金乃根據市場水平、董事

之工作量及所承擔之責任釐定。部份董事

因為擔任本行各委員會之主席或委員，而

會收取額外之酬金。現時之有關酬金乃根

據本行之薪酬政策釐定。

 由2008年1月1日起，本行將不會向執行

董事支付董事袍金。執行董事薪酬乃根據

本行之薪酬政策釐定，並可獲得酌情發放

之獎勵金。

 本行各董事之酬金以具名方式詳列於本行

2008年之財務報表附註19。

 本行並無與各董事（陳國威先生除外）訂

立任何服務合約。然而，本行公司章程規

定每位董事須每3年一次輪值退任，並規

定每年於本行股東周年常會上有三分之一

（或最接近三分之一）之董事退任，即表示

董事之明確任期不得超過3年。每位退任

董事可於本行股東周年常會應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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