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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姓名 住址 國籍   

非執行董事

王麗萍
（曾用名王立平）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牡丹園東里
3樓6門 201號

中國 

徐賤雲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城清街2號院
花虎溝小區
2號樓4單元 1102

中國

陳代華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磚角樓北里
5樓2單元2號

中國

郝偉亞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南湖中園一區 128號
樓1門502

中國

蘇斌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稻香園
10號樓3門6層101號

中國

孔令斌 中國
北京市
豐台區
豐台鎮
西安胡同33號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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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住址 國籍   

執行董事

王漢軍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磚角樓南里
3樓1門 1609號

中國

李國慶 中國
北京市
西城區
車公庄大街9號
E-1601

中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鳳朝 中國
北京市
西城區
力學胡同14號
16單元301號

中國

閻峰 香港
九龍
海輝道18號
一號銀海7座23樓A室

中國

孫茂竹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世紀城時雨園
11號樓2單元 1005號

中國

梁青槐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上園村 3號院西
5樓463號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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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

姓名 住址 國籍   

姚廣紅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蓮花池西路8號院
1號樓 2008號

中國

聶菎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清河十九院宿舍
3樓3門 601室

中國

李文鴻 中國
北京市
崇文區
富萊茵小區
16樓2006號

中國

陳瑞 中國
深圳市
南山區
汀蘭鷺榭花園（瑞河耶納）
蘭逸軒4棟4單元 5A

中國

任崇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管庄東里1號

中國

彌建洲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花家地南里10號樓
1門161號

中國

張巍 中國
北京市
豐台區
豐台鎮
東安街頭條1號
5號樓3門502號

中國

王金剛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芳草地西街
6號樓12門702室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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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住址 國籍   

王文江 中國
北京市
西城區
馬甸南村
20號樓 8層802號

中國

張俊明 中國
北京市
海淀區
索家墳社區
31號樓1006室

中國

左傳長 中國
北京市
西城區
北營房東里
10號樓 106室

中國

有關我們董事及監事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董事、監事、高級管
理人員及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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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全球發售的各方

聯席保薦人 瑞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 8號
交易廣場一期 42樓

中信証券融資（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添美道 1號
中信大廈 26樓

聯席全球協調人 UBS AG香港分行
香港
中環
金融街 8號
國際金融中心 2期52樓

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
金鐘道 88號
太古廣場第 1期18樓

聯席賬簿管理人兼
聯席牽頭經辦人

UBS AG香港分行
香港
中環
金融街 8號
國際金融中心 2期52樓

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
金鐘道 88號
太古廣場第 1期18樓

中信建投（國際）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交易廣場二期
1301-1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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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法律顧問 香港法律及美國法律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遮打道 18號
歷山大廈 10樓

中國法律
海問律師事務所
中國
北京市
朝陽區
東三環中路 5號
財富金融中心 20層

聯席保薦人及包銷商的
法律顧問

香港法律及美國法律
孖士打律師行
香港
中環
遮打道 10號
太子大廈 16–19樓

中國法律
中倫律師事務所
中國
北京市
建國門外大街甲 6號
SK大廈 36–37層

申報會計師及獨立審計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添美道 1號
中信大廈 22樓

收款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花園道 1號

合規顧問 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德輔道中 71號
永安集團大廈 1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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