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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

後排：

包華、陸士傑、利約翰、包立德、
斐歷嘉道理、郭敬文、卜佩仁、
馮國綸博士、高富華、馬修

前排：

謝貫珩、毛嘉達、包立賢、米高嘉道理爵士、
李國寶爵士、溫詩雅博士、王䓪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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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主席
米高嘉道理爵士
N E

GBS, LL.D. (Hon), DSc (Hon), Commandeu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Commandeu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Commandeu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 
Commandeur de l‘Ordre de Leopold II

1964年11月獲委任為董事，並於1985年獲選為主席。
米高嘉道理爵士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彼兼任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的董事，同時為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以及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和其他多間公司的
董事，亦曾為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替代董事（任期直
至2016年5月）。此外，米高嘉道理爵士也是多個本地著
名慈善團體的受託人。彼為斐歷嘉道理先生的父親及永
遠榮譽董事麥高利先生的小舅。現年77歲。

非執行副主席
包立賢

R E FA

2014年5月獲委任為董事及副主席，包立賢先生亦為本
公司兩間附屬公司的主席。於2000年5月至2013年9月
期間，包立賢先生曾任中電控股有限公司集團常務董
事及首席執行官，現時仍在該公司擔任非執行董事。彼
為太平地氈國際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及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擔任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主
席，負責監管嘉道理家族於香港及海外的多項權益，因
此與本公司若干主要股東有聯繫。加入中電控股有限公
司之前，包立賢先生曾任職英國投資銀行施羅德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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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駐於倫敦、新加坡及香港分公司，在香港分公司
最後擔任的職務是亞太區企業財務主管，於2008年至
2010年期間曾任香港總商會主席。彼為劍橋大學文學學
士及文學碩士、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及英格蘭及威
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現年62歲。

執行董事
行政總裁
郭敬文

FE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2002年2月獲委任加入董事局出任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
裁。郭先生亦兼任本集團旗下大部分公司的董事。彼畢
業後受聘於英國羅兵咸會計師事務所及巴克萊德勝投資
公司，隨後於1986年回港任職寶源投資，並於1991年
獲晉升為企業財務主管。於1996年至2002年，郭先生
為港鐵公司財務總監。彼曾為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直至2018年8月），現為香港管理
專業協會資深會員、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成員、香港
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並兼任
財務匯報局名譽顧問。在香港過去多年的事業生涯中，
曾任聯交所的上市委員會、收購及合併委員會、證券及
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恒生指數顧問委員會、海濱事務
委員會及位於倫敦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的闡釋委員
會，以及太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持有
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科學士學位，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
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現年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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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總裁
包華
2004年4月獲委任加入董事局出任執行董事，包華先生
亦為本集團旗下大部分公司的董事。彼於1981年加入本
集團，1994年獲委任為香港半島酒店總經理，1999年
兼負區域業務工作，於2004年4月獲委任為營運總裁。
包華先生畢業於瑞士Ecole hôtelière de Lausanne，現為
此學院的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亦為香港中文大學酒店
及旅遊管理學院諮詢委員會成員。現年65歲。

財務總裁
馬修
F

2016年5月獲委任加入董事局出任執行董事及財務總
裁，馬修先生亦為本集團旗下大部分公司的董事。在其
職業生涯中，馬修先生於酒店及房地產交易、投資及
融資（包括合資企業的洽商及重組）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彼在1998年於悉尼安達信企業融資開展事業，其後於
2001年加入悉尼德意志銀行，從事股權資本市場及房地
產投資銀行等工作。馬修先生自2006年起加入亞洲區摩
根大通，並曾出任該公司於香港及新加坡的多個高層職
位，離任前為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及亞洲區房地產、博
彩及酒店部門投資銀行業務主管，彼現為CNBC全球首
席財務總監理事會成員。馬修先生持有Griffith大學國際
商務關係學士學位及昆士蘭大學商學士學位。馬修先生
亦在中國完成了多項研究課程，包括在南京大學－約翰
斯 •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現年45歲。

非執行董事
毛嘉達
1985年5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1993年至2002年5月
期間擔任副主席。彼同時為本公司數間附屬公司的董
事。毛嘉達先生為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負
責監管嘉道理家族於香港及海外的多項權益，因此，與
本公司若干主要股東有聯繫。彼擔任其他公司的非行政

職位，包括中電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及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中電地產有限公司、中電地產投資有限公司、青山
發電有限公司以及香港抽水蓄能發展有限公司的主席。
毛嘉達先生亦為米高嘉道理爵士於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
司的替代董事。彼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資
深會員。現年66歲。

利約翰
FE

2006年5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利約翰先生亦為中電
控股有限公司及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員，負責
監管嘉道理家族於香港及海外的多項權益，因此與本公
司若干主要股東有聯繫。彼曾為香港及英國私人執業律
師。現年65歲。

高富華
2006年5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高富華先生是太平地
氈國際有限公司主席及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董事，負責
監管嘉道理家族於香港及海外的多項權益，因此，與本
公司若干主要股東有聯繫。彼同時是香港其他多家公司
的董事局成員。彼為牛津大學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擁
有逾35年的亞太區企業管理經驗（主要為房地產、製造
及分銷）。現年59歲。

陸士傑
2017年12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陸士傑先生為嘉道
理父子有限公司董事，涉及嘉道理家族於香港及海外的
多項權益，因此，與本公司若干主要股東有聯繫。彼曾
擔任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於2018年11月私有化）的
獨立非常務董事。陸士傑先生在私募股本、酒店、慈善
組織及航空營運方面均擁有經驗，現時於英國、香港及
菲律賓數間私人公司出任董事局職位。陸士傑先生是凱
洛格－香港科技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畢業
生，持有澳洲紐卡素大學航空管理學碩士學位及美國康
奈爾大學款待管理認證證書，亦是信託與財產從業者協
會會員。現年4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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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歷嘉道理
2017年12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斐歷嘉道理先生為
米高嘉道理爵士的兒子。彼為中電控股有限公司的非執
行董事，以及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的董事，負責監管
嘉道理家族於香港及海外的多項權益，因此，與本公司若
干主要股東有聯繫。斐歷嘉道理先生持有波士頓大學傳
理學士學位。斐歷嘉道理先生獲委任加盟董事局前，曾
於倫敦多家商業地產公司及香港中電集團實習。彼持有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頒發的商用飛行員執照（直升機）。
現年27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國寶爵士
N

GBM, GBS, OBE, JP, MA Cantab. (Economics & Law), Hon. LLD (Cantab), Hon. 
DSc. (Imperial), Hon. LLD (Warwick), Hon. DBA (Edinburgh Napier), Hon. D.Hum. 
Litt. (Trinity, USA), Hon. LLD (Hong Kong), Hon. DSocSc (Lingnan), Hon. DLitt 
(Macquarie), Hon. DSocSc (CUHK), FCA, FCPA, FCPA (Aust.), FCIB, FHKIB, 
FBCS, CITP, Officie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 Grand Officer of the Order of 
the Star of Italian Solidarity,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Gold Rays with Neck 
Ribbon, Commandeur dans l‘Ordre National de la Légion d‘Honneur

1987年10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李爵士為東亞銀行有
限公司（於香港上市）主席兼行政總裁，現任粵海投資有
限公司、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
公司及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均於香港上
市）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為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
公司的董事。李爵士曾任電訊盈科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任期直至2018年12月）及南華早報集團有限公司
（現稱長城環亞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
直至2016年6月）。李爵士為財資市場公會議會成員。彼
為劍橋之友香港有限公司的創立主席、救世軍港澳軍區
顧問委員會主席及聖雅各福群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彼曾
於2005年至2008年期間擔任香港行政局成員，於1985

年至2012年期間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現年80歲。

包立德，CBE
A R

2004年2月獲委任加入董事局，包立德先生於1969年在
倫敦羅兵咸會計師事務所開始其職業生涯。彼自1980

年起僑居香港，1994年至2001年期間擔任香港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主席兼高級合夥人。彼為德昌電機控
股有限公司及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包立德先生亦為香港英國總商會監督委員會主席。
彼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現年
71歲。

卜佩仁
Chevalier dans l‘Ordre National de la Légion d‘Honneur

卜佩仁先生於1996年5月至2002年1月期間出任本集團
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彼於2009年6月由非執行董事
調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返回歐洲後，卜佩仁先生繼續
活躍於酒店及旅遊界。彼持有瑞士聯邦理工學院及史丹
福大學理科碩士學位。卜佩仁先生曾出任國際性質量控
制公司－SGS多個行政職位。現年71歲。

馮國綸博士，SBS, OBE, JP
N

2011年1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馮博士為利豐有限公
司的集團主席，並擔任馮氏集團旗下其他公司的非執
行董事，包括利亞零售有限公司及利標品牌有限公司。
馮博士也是偉易達集團、瑞安房地產有限公司及新鴻基
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曾任利邦控股
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事（任期直至2018年4月），亦曾為
香港總商會、香港出口商會及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
會的主席。彼於1998年至2003年期間，曾任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馮博士持有普林斯
頓大學工程學士學位及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並分別獲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
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現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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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䓪鳴博士，DBE, JP
R

2013年2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王博士擔任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同時是長江和記實業有
限公司以及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王博士亦是香港賽馬會的董事。此外，彼也擔任香
港世界宣明會榮譽主席、Mars, Incorporated的環球顧
問及香港青年協會高級顧問。彼亦擔任香港科技大學商
學院顧問委員會成員。王博士精於政治及非牟利領域，
並擔任多家私營機構的董事，積累豐富知識及逾30多年
經驗。彼亦擅長公共事務、人力、項目、變革及風險管
理等領域。王博士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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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學院及多倫多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現年
66歲。

溫詩雅博士，OBE
2016年1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溫詩雅博士在消費
及零售行業具備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彼於英國馬莎 

(Marks & Spencer plc) 開展其事業，並於1990年代成為
該公司商業部門首位女性董事，亦為歷來最年輕的董
事。隨後她先後出任英國傳統名牌Pringle of Scotland

及Aquascutum的行政總裁，並成功重振該兩家公司的
業務。其後擔任英國著名私募股本公司3i的資深顧問，
為該公司的消費及零售業投資提供意見，並成為其品牌
之一Agent Provocateur的主席。溫詩雅博士也曾為
Natalie Massenet擔任網上零售商Net-a-Porter的顧問，
以及The Edrington Group Limited的非執行董事。溫詩雅
博士現為網上女士服裝業務Winser London Limited的創
辦人兼行政總裁。彼獲英國首相委任為英國自然歷史博
物館的信託董事局成員及商業顧問委員會主席。溫詩雅
博士因其在英國商界的貢獻，榮獲英女皇頒授大英帝國
官佐勳章 (OBE) 及獲Heriot-Watt大學頒授博士學位。彼
前稱Kim Lesley Haresign及現年60歲。

謝貫珩
A

2017年12月獲委任為董事局成員，謝女士為柏瑞投資
亞洲（前稱美國國際集團（亞洲）投資）的高級顧問。彼於
1996年加盟美國國際集團（亞洲）投資並擔任行政總裁，
其後於2011年出任顧問職位。謝女士曾於摩根士丹利
紐約及香港辦事處任職，從事財務顧問服務及股權資本
市場的工作。在加入摩根士丹利前，彼曾於紐約的蘇利
文 •克倫威爾國際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謝女士現為香
港特區政府律師紀律審裁團、上訴委員團（城市規劃）及
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成員，亦曾出任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諮詢委員會、電影檢查審核委員會及旅遊業
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此外，彼負責經營其家族的
YangTseFoundation，該基金致力支持各項教育及藝術
活動。謝女士持有哈佛大學應用數學文學士學位及哈佛
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現年52歲。

永遠榮譽董事
麥高利
麥高利先生曾擔任本公司董事局非執行董事超過45年，
直至2017年5月退任。為表彰彼對本公司貢獻良多，董
事局授予麥高利先生永遠榮譽董事的名銜。彼在本公司
並無任何工作職務。麥高利先生為米高嘉道理爵士的姐
夫。現年8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