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下表載列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若干資料：

姓名 年齡
於本公司
現任職位

獲委任為董事╱
高級管理層日期 加入本集團日期 職能及職責概述

劉興達 54歲 董事會主席兼
執行董事

二零一三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六年
十月一日

負責制定企業及業務
策略；及作出主要
企業及�運決策；
提名委員會主席

陳奕仁 51歲 行政總裁兼
執行董事

二零一三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九一年
一月三日

負責制定企業及業務
策略；及作出主要
企業及�運決策；
薪酬委員會成員

田明 58歲 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六年
六月十五日

參與制定企業及業務
策略

Michael John
Erickson

53歲 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七年
十月八日

參與制定企業及業務
策略

馬力達 33歲 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

參與制定企業及業務
策略；審核委員會
成員

黃婭萍 36歲 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

參與制定企業及業務
策略

談葉鳳仙 47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日

作為獨立董事，及審
核委員會、薪酬委
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成員

黃宏泰 50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日

作為獨立董事，以及
審核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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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於本公司
現任職位

獲委任為董事╱
高級管理層日期 加入本集團日期 職能及職責概述

王雲才 46歲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日

作為獨立董事，以及
薪酬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及提名委員
會成員

吳曼 43歲 人力資源總監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
十八日

二零零五年
三月十五日

負責一般及人力資源
事務

陳志� 40歲 公司秘書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
十四日

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十五日

負責公司秘書的日常
工作

郭嘉熙 32歲 首席財務官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
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七日

負責財務事務

董事

董事會目前由九名董事組成，�括三名執行董事、三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

董事會的職能及職責�括但不限於召開股東大會，並於股東大會上匯報董事會工作；執
行在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釐定業務計劃及投資計劃；制定年度預算方案及決算方案；制
定溢利分配及彌補虧損計劃；制定增加或減少註冊資本計劃；以及行使組織章程細則所賦予的
其他權力、職能及職責。

執行董事

劉興達先生，54歲，為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彼於景觀設計服務業經�及管理方面擁
有逾30年經驗。劉先生於一九八六年十月加盟本集團，擔任泛亞（香�）董事總經理，負責制定
企業及業務策略以及作出主要企業及�運決策，並於一九八七年二月擔任其中一名董事兼股
東。彼於本集團曾擔任下列職位：(i)自一九八七年二月�擔任泛亞（香�）的董事；(ii)自二零
零四年十月�擔任泛亞（國際）的董事；(iii)自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擔任泛亞（上海）的董事會主
席；及(iv)自二零零七年十月�擔任本集團泛亞（馬尼拉）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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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生亦自一九九七年六月至二零零五年一月擔任合�公司的董事一職。有關合�公司
的詳情，請參閱「歷史及公司架構」一節。

於加盟本集團前，劉先生於另外兩間景觀設計公司（即 ( i ) U rb i s T r av i s Morgan

Limited（自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一九八六年九月），及(ii) EBC Hong Kong（怡境師）（自一九八三
年八月至一九八五年二月））任園境師，負責景觀設計及項目管理，並從中取得經驗。

劉先生於一九八三年六月獲頒多倫多大學景觀建築學士學位。彼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獲
頒香�大學城市設計碩士學位。劉先生於一九八七年一月成為英國園境師學會(Associate of

the Landscape Institute)的專業會員。彼自一九九九年九月�成為園境師註冊條例項下的註冊
園境師。彼於一九九四年九月至一九九八年五月期間擔任香�園境師學會會長，並自二零零八
年十一月�成為香�園境師學會資深會員。彼擔任亞洲人居環境協會主席及香�專業聯盟理
事。劉先生現為城市規劃委員會以及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委員。彼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一
年期間擔任香�東區區議會議員。彼亦於：(i)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擔任上訴
委員團（城市規劃）委員；( i i )二零一一年三月至二零一三年二月擔任社區參與綠化委員會委
員；(iii)二零零四年五月至二零零九年八月擔任共建維�委員會委員；及(iv)二零一零年七月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擔任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

劉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劉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陳奕仁先生，51歲，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彼於景觀設計服務業經�及管理方面擁有逾
28年經驗。彼�初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加盟本集團，擔任泛亞（香�）的董事總經理，負責制定公
司及業務策略以及作出重大公司及�運決策。陳先生於本集團亦曾擔任下列職位：(i)自一九九
五年十二月�擔任泛亞（香�）的董事；(ii)自二零零四年十月�擔任泛亞（國際）的董事；(iii)自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擔任泛亞（上海）的總經理兼董事；(iv)自二零一三年三月�擔任泛亞（廈
門）的董事；(v)泛亞（臨空）的董事；及(vi)自二零零七年十月�擔任泛亞（馬尼拉）的董事。陳
先生亦為泛亞（上海）的北京、武漢、深圳、西安及廣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

陳先生亦自一九九七年六月至二零零五年一月擔任合�公司的董事一職。有關合�公司
的詳情，請參閱「歷史及公司架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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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加盟本集團前，陳先生擁有下列與其於本公司現任職位相關的工作經驗：

公司名稱 主�業務 職位 責任 服務期間

BCG Landscape

Architects Inc.

景觀設計、
城市設計、
環境規劃

合夥人及園境
師

設計及項目管理 自一九八九年九月至
一九九一年一月

EDA Collaborative

Inc.

景觀設計、
城市設計、
環境規劃、
旅遊設計

中級景觀
設計師

設計及項目管
理、詳圖設計
及施工圖

自一九八八年八月至
一九八九年八月

EBC Hong Kong

（怡境師）
景觀設計及
規劃

園境師 擴初設計、詳圖
設計、合約管
理及監督

自一九八五年七月至
一九八八年二月

陳先生於一九八五年六月獲頒多倫多大學景觀建築學士學位。彼於一九八八年一月成為
英國園境師學會的專業會員。彼分別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及一九九零年成為安大略景觀建築學會
及加拿大景觀建築學會的會員。陳先生亦分別自一九九九年九月�及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成為
園境師註冊條例項下的註冊園境師及香�園境師學會資深會員。彼自二零零四年三月�成為美
國風景園林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的會員。彼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獲中國勘察設計協會嘉獎為全國勘察設計行業優秀企業家(院長)。

陳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陳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田明先生，58歲，為執行董事。彼於建築相關及景觀設計業擁有逾26年經驗。田先生於
二零零六年六月加盟本集團，擔任泛亞（上海）的董事。於加盟本集團前，彼自一九九九年十一
月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獲委任為合�公司上海辦事處首席代表。於一九九三年四月至一九九八
年六月，田先生於上海萬科房地產有限公司（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擔任副總設計
師，該公司主要從事住宅及商業地產開發。田先生於任職期間負責房地產設計。彼於一九八三
年至一九九三年任職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該研究院主要從事市政工程。田先生於任職期
間負責市政工程的景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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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生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獲頒同濟大學結構工程學士學位。彼於一九九一年三月獲上
海市政工程設計院評為中國建築師及結構工程師。

田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田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非執行董事

Michael John Erickson先生，53歲，為非執行董事。彼於城市與景觀設計、環境規劃、
開放空間規劃及特色公園設計方面擁有逾18年經驗。彼自二零零七年十月�擔任泛亞（上海）北
京辦事處的負責人，協助業務發展、項目統籌及制定策略計劃。

於加盟本集團前，Erickson先生透過於多間景觀設計公司負責景觀設計項目積累景觀設
計及項目管理經驗，�括：(i)於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於易道（上海）諮詢有限公司
（北京辦事處）擔任負責人（北京）╱區域景觀聯席領導人；及(ii)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四年擔
任EDAW/AECOM Australia Pty Ltd（布里斯班辦事處）（附註）負責人及自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
一年擔任高級助理。

彼於一九八四年三月獲頒昆士蘭技術學院（現稱昆士蘭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建築環境、景
觀、城市及區域規劃）學士學位，及於一九九二年五月獲頒新南威爾斯大學景觀規劃碩士學
位。Erickson先生自二零零九年五月�為香�園境師學會之附屬會員。彼自二零一二年六月�
為澳洲園境師學會(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的註冊園境師╱城市設計
師。

Erickson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眾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Erickson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附註：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EDAW, Inc.被AECOM Technology Corporation收購。

馬力達先生，33歲，為非執行董事。彼於財務管理方面擁有逾七年經驗。彼自二零一零
年五月�擔任廣州普邦的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負責一般秘書事務。於二零零三年七月至二
零零八年二月，彼於中國會計公司廣東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任項目經理，為多個
項目提供審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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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先生於二零零三年七月獲頒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彼亦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獲頒中山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馬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馬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黃�� 萍女士，36歲，為非執行董事。彼於景觀設計業擁有逾十三年經驗。於加盟本集團
前，彼於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擔任廣州普邦的設計師及首席設計師及於二零零
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擔任廣州普邦設計協會的副行政主任，參與多個景觀設計項目。
自此，彼成為廣州普邦設計協會的副總裁，帶領提供景觀設計服務。彼於二零零零年七月獲頒
重慶大學建築工程學士學位。彼於二零零一年九月獲廣州市人事局認可為建築助理工程師。

黃女士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黃女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獨立非執行董事

談葉鳳仙女士，47歲，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於企業及商業訴訟事宜的法律實務方面擁
有逾七年經驗。於二零零四年於香�獲准成為律師後，彼於二零零六年八月至二零零七年七月
為韓潤燊律師樓的顧問並於二零零七年八月至二零一二年六月為助理律師。彼自二零一二年六
月�為錢志庸律師行的顧問。

談女士於一九九九年七月獲頒伍爾弗漢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法律學士
學位。彼亦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完成其香�大學法律碩士學位。

談女士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眾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談女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黃宏泰先生，50歲，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於審計、融資及會計領域擁有逾22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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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在以下多家公司任職，取得審核及會計經驗：

公司名稱 主�業務 職位 責任 服務期間

暉誼（香�）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

會計及諮詢 董事 負責私�有限公
司的審核

自二零一二年一月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

C & I CPA Limited 會計及諮詢 董事 負責提供會計及
諮詢服務的整
體公司運作

自二零零二年八月至
二零零八年九月

Fortune Oil

Company Limited

石油及燃氣勘探
及生產

會計經理 負責集團公司的
所有會計、管
理報告及內部
監控

自一九九六年五月至
一九九七年五月

中瑞岳華（香�）
會計師
事務所（附註）

會計及諮詢 審計部審計主
管

協助上市公司客
戶履行披露規
定、編製合併
會計記錄及審
核規劃

自一九九五年二月至
一九九六年四月

關黃陳方會計師
事務所

會計及諮詢 助理會計師 編製會計記錄、
稅務計算及法
定審計記錄

自一九九三年四月至
一九九五年二月

審計部高級
會計師

自一九九二年二月至
一九九三年三月

附註： 中瑞岳華（香�）會計師事務所為RSM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間於英格蘭及威爾士註冊的公
司）管理的RSM Network的成員公司。

除於該等公司任職外，黃先生自一九九五年四月至二零零四年二月及自二零零七年九月
至迄今一直為Ivan Wong & Co的獨資人，當中彼負責向其客戶提供會計及諮詢服務的整體運
作及監督。

彼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獲頒香�浸會學院（現稱香�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並於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獲頒香�城市大學法律學士學位。黃先生自一九九四年二月�為英國特許公
認會計師公會合資格會計師。彼自一九九四年六月�為香�會計師公會會員及自一九九九年六
月�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彼自二零零四年�獲選為灣仔區議會議員。黃先生
於二零一一年獲香�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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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自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擔任聯交所上市公司天然乳品（新西蘭）控股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462）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該
公司從事食品及飲品及乳品相關產品貿易以及製造及銷售飲品及乳品相關產品。除本招股章程
所披露�外，黃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眾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黃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王雲才先生，46歲，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12多年來一直從事建築及城市規劃的研究及
教學。

王先生自二零零一年六月至二零零三年四月首次承擔並完成同濟大學建築學博士後研究
工作。王先生擔任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多個職務，即(i)自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曾為景觀學規劃與設計學副教授；(ii)自二零零八年七月�為景觀學教授副主任；及
(iii)自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為景觀學副主任。彼自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亦曾為弗
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景觀設計領域的研究學�。

王先生於二零零一年七月獲頒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人文地理博士學位。彼
為「景觀生態規劃原理」的作�。

王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眾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王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除上文所披露�外，各董事(i)於最後可行日期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
其他職位；(ii)於最後可行日期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其他
關係；及(iii)於最後可行日期前三年內並無在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緊隨全球
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除於本招股章程「主要股東」一節所披露的股份權益外，各董事將不
會於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

除本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所披露�外，概無董事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
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任何業務（本集團業務除外）中擁有任何權益。

- 178 -

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



除本招股章程所披露�外，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最後
可行日期，概無有關委任董事的其他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亦無有關董事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2)(h)至(v)條予以披露。

高級管理層

下表載列各高級管理層成員的住宅地址1：

姓名 住宅╱商業地址

吳曼 中國上海�安區長壽路999弄7號4B室

陳志� 香�鴨�洲海怡路2號海怡半島1期海暉閣（2座）32樓B室

郭嘉熙 九龍旺角海帆道11號凱帆軒1座43樓D室

附註：

1. 有關各執行董事的住宅地址，請參閱「董事及參與全球發售的各方」一節。

吳曼女士，43歲，為本公司人力資源總監。彼於處理人力資源及其他一般事務方面擁有
逾16年經驗。吳女士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加盟本集團擔任泛亞（上海）總經理助理。彼亦自二零一
一年四月�為泛亞（上海）行政總監，負責制定及實施內部及監管手冊、報告及審閱財務報表以
及處理一般及人力事務。於加盟本集團前，彼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擔任易
道（上海）諮詢有限公司辦公室經理，負責客戶管理、人力資源及行政事務。吳女士於一九九三
年四月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任職上海萬科房地產有限公司，負責財務管理。

吳女士於二零一二年十月獲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合資格成為企業人力資源專業
人士（二級）。彼亦於一九九七年五月獲中國財政部合資格成為會計師。

吳女士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吳女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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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女士，40歲，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陳女士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加盟本集團，擔
任泛亞（上海）的董事及監事，直至二零零六年六月為止。彼其後於二零零五年二月擔任泛亞
（香�）的助理（財務），負責財務管理。陳女士工作經驗豐富，於會計及企業融資方面擁有逾20

年經驗。於加盟本集團前，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四年七月，陳女士為合�公司的財務
主管，負責監督團隊向辦事處提供財務支援。於此之前，彼於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一九九八年十
一月加盟Hok International (Asia/Pacific) Limited擔任應付賬款文員，負責應付賬款功能。

彼自二零一零年六月�、自二零一零年五月�及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分別為英國特許公
認會計師公會會員、香�會計師公會會員及香�稅務學會資深會員。陳女士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獲頒香�大學會計學學士學位。

陳女士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陳女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郭嘉熙先生，32歲，為本公司首席財務官。彼於企業融資及會計專業方面擁有逾八年經
驗。彼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加盟本集團，擔任泛亞（香�）的首席財務官。於加盟本集團前，郭
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廣發融資擔任企業融資經理。在此之前，彼於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十月擔任凱基金融亞洲有限公司投資銀行部分析員。彼於二零零
五年九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於羅兵咸永道有限公司擔任分析員，並於二零零七年十月至二零零
七年十一月擔任高級分析員。郭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獲頒香�理工大學文學士學位（主修
會計）。彼自二零零九年七月�為香�會計師公會註冊會計師，並自二零零八年四月�為全球
風險管理專業人士協會(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的金融風險管理師。

郭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擔任任何上市公眾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

郭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除所披露�外，概無董事或高級管理層參加的課程為遠程學習課程或網絡課程。

公司秘書

陳女士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有關其履歷，請參閱本節「高級管理層」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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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於實現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利益。為達致上述目的，本集團將於
上市後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審核委員會根
據上市規則批准書面職權範圍，並將於上市後生效。審核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全體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黃宏泰先生、談葉鳳仙女士、王雲才先生及馬力達先生。黃宏泰先生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
控制度。

薪酬委員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成立薪酬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薪酬及表現評
估委員會根據上市規則批准書面職權範圍，並將於上市後生效。薪酬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
即王雲才先生、黃宏泰先生、談葉鳳仙女士及陳奕仁先生。黃宏泰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薪
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代表董事會釐
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個別薪酬組合及僱傭條件，並評估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表
現。

提名委員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成立提名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提名委員會根
據上市規則批准書面職權範圍，並將於上市後生效。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填補董事會空
缺的人選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提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劉興達先生、王雲才先生及談葉
鳳仙女士。劉興達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董事酬金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公司
向董事支付的袍金、薪酬、津貼、酌情付款、花紅及退休金計劃供款分別合共約為1,600,000

�元、5,200,000�元及9,300,000�元。本集團估計，根據現時生效的安排，於截至二零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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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付董事的薪酬合共將約為11,000,000�元。本集團維持為董事購買
相關責任保險。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向
五位最高薪人士（不�括董事）支付的薪酬分別約為4,400,000�元、3,800,000�元及2,900,000

�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並無向董事或五名最高薪人士支付而彼等亦無應收任何酬金，
作為加盟本公司或於加盟本公司之後的獎金。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並無向董事、前任董事
或五名最高薪人士支付而彼等亦無應收有關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管理事務的任何離職補償。

於往績記錄期間，概無董事放棄任何薪酬。除上文所披露�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
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其他已付或應付董事或五名最高薪人士的其他付款。

根據本公司的薪酬政策，於評估應付予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的薪酬金額時，薪酬委
員會將會考慮諸多因素，如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金、年期、承諾、責任及表現。

僱員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共有483名僱員，其中�括357名中國僱員、45名香�僱員及81

名菲律賓僱員。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僱員」一節。

僱員關係

本集團與員工維持良好關係。本集團於招聘及挽留經驗豐富的僱員方面未曾遭遇任何重
大問題。此外，本集團日常業務�運從未因勞資糾紛或罷工而遭遇任何重大干擾。本集團應付
僱員的薪酬�括薪金、酌情花紅及佣金。

根據香�僱傭法例的規定，本集團為所有合資格香�僱員參加根據香�法例第485章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登記的公積金計劃。根據該條例的規定，本集團按僱員每月的有關收入的
5%作出供款，惟就每位僱員而言，最高供款為1,500�元（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本集團
作出的供款乃即時100%歸屬於各僱員，惟在有限例外的規限下，來自強制性供款的所有福利
必須予以保存，直至該僱員達到65歲退休年齡或終止就業及該僱員聲明於可見將來不再受僱或
自僱。本集團亦為每位香�員工提供醫療保險及勞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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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根據有關國家及地方勞動及社會福利法例及規例，本集團須為本集團於中國的
僱員支付多項社會保險，�括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住院保險
及生育保險。

一般而言，花紅屬酌情性質，並根據本集團整體業務表現而釐定。本集團認為其僱員關
係整體令人滿意。本集團相信管理政策、工作環境、職業前景及擴展至僱員的福利，均對挽留
僱員及建立良好的僱員關係有所貢獻。

合規顧問

本集團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廣發融資擔任本公司的合規顧問。根據上市規則第
3A.23條，合規顧問將於下列情況下向本集團作出建議：

• 於刊發任何規管公佈、通函或財務報告前；

• 倘擬進行交易根據上市規則乃須予公佈或屬關聯交易，�括股份發行及股份購回；

• 倘本集團建議使用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用途與本招股章程所詳述�不同，或倘本集
團業務活動、發展或經�業績與本招股章程所述的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有所
出入；及

• 倘聯交所就股份股價或交易量的不尋常變動或根據上市規則第13.10條的任何其他
事宜向本集團作出查詢。

合規顧問廣發融資將及時通知本集團有關聯交所公佈的上市規則的任何修訂或補充。廣
發融資亦將通知本集團有關適用法律及指引的任何修訂或補充。

委聘任期將於上市日期開始，直至就上市後開始的首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業績遵守上
市規則第13.46條當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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