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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HYDOO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6）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1)董事變動、
(2)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

(3)授權代表變動及
(4)委任高級顧問

董事會宣佈，自2019年10月12日起：

1. 王健利先生辭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
員會成員、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的本公司授權代表；

2. 黃德宏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

3. 袁兵先生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策略審查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
成員；

4. 王再興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5. 蔡鴻文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聯席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6. 曾雲樞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聯席主席、提名委員會
成員及上市規則第 3.05條項下的本公司授權代表；

7. 本公司執行董事王德文先生由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調任為聯席首席執行
官、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的成員；及

8. 張宜均先生及張化橋先生擔任本公司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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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變動

董事辭任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公布並於 2019年10月12日生效：

a. 王健利先生（「王健利先生」）辭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本公司提
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的本公司授
權代表；

b. 黃德宏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

c. 袁兵先生（「袁兵先生」）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本公司策略審查委員會（「策
略審查委員會」）主席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

彼等各自的辭任乃由於本公司控制權變動所致，彼等各自已確認彼與董事會
並無爭議，亦無有關其辭任的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擬就彼等於任職期間對本公司的寶貴貢獻致以誠摯謝忱及感謝。

委任董事

董事會欣然公布並於 2019年10月12日生效：

a. 王再興先生（「王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b. 蔡鴻文先生（「蔡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聯席主席及首席
執行官（「首席執行官」）；及

c. 曾雲樞先生（「曾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聯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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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蔡先生及曾先生的履歷列載於下文。

王再興

王先生，67歲，為本集團的創始人。王先生在大型商貿物流中心開發及運營方
面擁有逾二十年的專業經驗，是本行業核心業界領袖，參與制定行業標準與行
業自律規則。王先生於2010年10月至2014年8月期間，擔任本集團董事會主席、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主持並見證了集團香港上市發展的重要階段。王先
生享有諸多社會榮譽，其中包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全國政
協」）第十一屆和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第三屆和第四
屆副會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執委會常務委員、香港中
國商會創會會長、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主席、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永久名譽
會長、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名譽會長、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名譽會長、深圳市潮汕
商會榮譽會長、深圳同心俱樂部副主席、贛州商會聯合總會會長和江西贛商聯
合總會常務副會長等。

王先生是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首席執行官王德文先生的父親及本公司首席
運營官王德開先生的叔叔。

本公司就委任王先生為執行董事與王先生訂立服務協議，任期自2019年10月12

日起為期三年，其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流退任及符合資格重選。王
先生享有的酬金約為人民幣 5,000,000元，包括董事袍金人民幣 100,000元另加工
資、酌情花紅、津貼及其他獎勵，其薪酬由董事會參照其技能、經驗及對本公
司承擔的責任後釐定。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將不時檢討王先生的薪酬。

於本公告日期，王先生並無本公司證券的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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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鴻文

蔡先生，56歲。蔡先生是建築工程師及建造師，從商逾20年，成功創辦了梅州
鴻藝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梅州鴻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梅州鴻都物業管理有
限公司、廣東鴻藝集團有限公司、廣東客天下旅遊產業園有限公司、廣東客天
下特色小鎮投資股份公司和廣東客天下實業有限公司等幾十家公司。他是中
國 •客天下（國內首個以文化旅遊產業園立項規劃的項目）創始人，對物業（包括
旅遊度假區）開發及管理擁有豐富的經驗。蔡先生現任廣東鴻藝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蔡先生於 1979年至1986年在深圳市從事油畫等工作，於 1986年至
1991年從事建築施工工程。蔡先生隨後於1991年至1994年進修工業與民用建築
專業，於1994年至1998年從事裝飾裝潢施工工作。蔡先生歷任廣東省十一、十二
屆人大代表，梅州市第四、五、六屆人大代表，梅州市第五、第六、第七屆人大
常委，梅州市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和梅江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席。他目前還於多
家組織及協會任職，其中包括：廣東省客家商會常務副會長、梅州市五華商會
會長、香港梅州社團總會名譽會長、廣東省五華商會副會長、梅州市房地產行
業協會榮譽會長、廣東省梅州嘉應學院客座教授及校董、全國萬名優秀創新創
業導師、以及全經聯特色小鎮委員會委員。蔡先生曾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狀」、
「廣東省優良樣板工程」以及「五華個人捐贈榮譽獎牌」等多項榮譽。蔡先生還熱
心於公益慈善事業，積極回報社會。蔡先生不僅幫助其私人企業員工解決因重
大疾病或意外事故而導致的家庭經濟困難等問題，還積極參與醫療與教育公
益事業，曾捐贈投建了五華橫陂衛生院，及正在捐贈建造五華小都中小學等。

蔡先生分別為客天下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客天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中國粵
港灣區控股有限公司（「粵港灣區控股」，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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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委任蔡先生為執行董事與蔡先生訂立服務協議，任期自2019年10月12

日起為期三年，其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流退任及符合資格重選。蔡先
生有權收取董事袍金每年 1港元另加酌情花紅、津貼及其他獎勵，其薪酬由董
事會參照其技能、經驗及對本公司承擔的責任後釐定。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將
不時檢討蔡先生的薪酬。

於本公告日期，蔡先生除通過客天下及粵港灣區控股於本公司 2,070,000,000股
股份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1.56%外，彼並無本公司證券的任何權
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曾雲樞

曾先生，66歲，從商逾20年，為高級經濟師。彼成功創辦過多家企業，在物業開
發及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曾先生現任瑞信海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曾先生於2007年1月至 2011年11月擔任鴻隆控股有限公司（現稱太陽城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383.hk）董事會主席，並於2007年1月至2012年6月擔
任執行董事；曾先生於1991年曾任職於深圳石化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
市內聯企業；自1981年至1990年，曾先生曾在興甯市及梅州市政府部門工作。
曾先生曾任梅州市政協常委，目前於多家組織及協會任職，其中包括：廣東省
客家商會執行會長、深圳市寧江文化促進會永遠榮譽會長和深圳市紅荔慈善
基金會理事長。曾先生曾獲「宜居深圳30大地產拓荒牛」和「鵬城慈善捐贈個人
金獎」等多項榮譽。

曾先生為曾勝先生的父親。曾勝先生為君胜控股有限公司（「君胜控股」，本公
司的控股股東）的唯一股東及一位董事，以及為瑞信海德控股有限公司（「瑞信
海德控股」，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的一位董事。曾先生分別為君胜控股、瑞信海
德控股及粵港灣區控股的一位董事。

本公司就委任曾先生為執行董事與曾先生訂立服務協議，任期自2019年10月12

日起為期三年，其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流退任及符合資格重選。曾先
生有權收取董事袍金每年 1港元另加酌情花紅、津貼及其他獎勵，其薪酬由董
事會參照其技能、經驗及對本公司承擔的責任後釐定。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將
不時檢討曾先生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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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曾先生並無本公司證券的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王先生、蔡先生及曾先生 (i)於本公告日期前
三年均無擔任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之董事職務；
(ii)之前並無擔任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務，現時亦無擔任本公司
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務；(i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主要或控股股東（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概無任何關係；且並無其他有關
委任王先生、蔡先生及曾先生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 (v)條予以
披露，亦無其他事宜需敦請股東垂注。

董事調任

王德文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王德文先生已由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調任為本公司聯席首席
執行官，自2019年10月12日起生效。王德文先生的履歷列載於下文。

王德文先生，41歲，自2014年開始出任本集團首席執行官。自2015 年開始出任
執行董事，同時亦是本公司多間附屬公司的董事。王德文先生擁有逾十年的大
型商貿物流中心開發及營運經驗。王德文先生曾在長城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及
國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並擔任投資銀行部經理及研究部分析員等職位。
其後，王德文先生於2009年至2012年間任西安華南城有限公司（為聯交所主板上
市公司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668.hk）的附屬公司）總裁，主要負責項
目經營管理工作。王德文先生目前於多家組織及協會任職，其中包括：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委員、深圳市同心俱樂部青年委員會常務副會
長、深圳市青年企業家聯合會常務副會長、深圳產學研合作促進會副會長、及
深圳市志願服務基金會副理事長等。王德文先生關注青少年、積極支持社會志
願者服務工作、熱心於公益慈善事業並榮獲諸多獎項，其中包括：深圳第三屆
鵬城慈善獎及深圳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愛心奉獻」獎等榮譽。

王德文先生為王先生的兒子及本集團首席運營官王德開先生的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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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曾就委任王德文先生為執行董事與王德文先生訂立服務協議，任期自
2018年1月起為期三年。王德文先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流退任及符
合資格重選。彼享有酬金約人民幣4,500,000元，包括董事袍金每年人民幣100,000

元另加工資、酌情花紅、津貼及其他獎勵，金額由董事會參照其技能、經驗及
對本公司承擔的責任後釐定。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將不時檢討王德文先生的
薪酬。

於本公告日期，王德文先生並無本公司證券的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王德文先生 (i)於本公告日期前三年並無擔任
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之董事職務；(ii)之前並無擔
任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務，現時亦無擔任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
成員公司的任何其他職務；(i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
東（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概無任何關係；且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2)(h)至 (v)條予以披露，亦無其他事宜需敦請股東垂注。

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

董事會另宣佈，自2019年10月12日起，董事委員會的成員已變動如下：

a. 王健利先生辭任提名委員會成員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職務；

b. 袁先生辭任策略審查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成員職務；

c. 曾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及

d. 王德文先生分別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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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代表變動

董事會公布，王健利先生已辭任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的本公司授權代表及曾
先生獲委任為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的本公司授權代表，自 2019年10月12日起
生效。

委任高級顧問

董事會公布，自 2019年10月12日起，張宜均先生及張化橋先生擔任本公司高級
顧問，主要為集團的業務管理及融資提供顧問服務。他們的履歷列載於下文。

張宜均

張宜均先生，64歲，為高級經濟師。他於1983年7月本科畢業於中國華南師範大
學，並擁有上海交通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學位。張先生曾赴
日本研修企業管理及不動產管理，在投資、企業管理等方面擁有逾三十年之經
驗。張先生於 2009年12月至2011年1月，在鴻隆控股有限公司（現稱太陽城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383.hk）擔任董事局副主席、執行董事兼總裁，並於
2011年1月至2011年11月擔任非執行董事；張先生亦於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
在萊蒙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688.hk）擔任非執行董事；張先生於2004年
12月至2009年12月，在路勁基建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98.hk）擔任非執行董事；
張先生亦於2004年10月至2009年12月在深圳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4.hk）擔
任執行董事兼總裁；張先生於2007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沿海綠色家園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1124.hk）擔任非執行董事；張先生於1996年至2004年，擔任深圳市
建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總裁。在此之前，張先生曾任深圳市監察
局局長，深圳共青團市委書記、市青聯主席等職。張先生於 2005年榮獲上海交
通大學2005屆EMBA「優秀學員」稱號，並於2010年獲2010年度中國十大低碳時代
人物稱號。

張宜均先生是粵港灣區控股的董事及寶裕資源有限公司（「寶裕資源」）（持有粵
港灣區控股 20%股權的公司）的董事張宜環先生的兄長，而張宜環先生是寶裕
資源的唯一股東羅雁玲女士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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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化橋

張化橋先生，56歲，目前為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包括擔任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56.hk）、眾安房產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72.hk）、中國匯融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290.hk）、龍光地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380.hk）及綠
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86.hk）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先生亦為中國
支付通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325.hk）的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張
先生過去三年還曾擔任多間上市公司的董事，包括其於2011年11月至2019年5

月曾為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685.hk）的非執行董事，於2014年4月
至2018年1月，曾為Yancoal Australia Ltd（於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
份代號：YAL）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於 2015年2月至2018年3月，曾為中石化石油
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33.hk）的獨立非執行董事，2014年9月
至2018年5月曾為萬達酒店發展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69.hk）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曾為上海信而富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於紐約證券交易
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XRF）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自1986年7月至1989年1月，張先生任職於北京中國人民銀行。自1999年6月至2006

年4月，張先生於瑞士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證券部先後擔任中國研究團隊
主管及中國研究團隊聯席主管。張先生於2006年3月至2008年9月擔任深圳控股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4.hk）首席營運官，並於2006年5月至2008年9月擔任該公
司執行董事。張先生自2008年9月至2011年6月擔任瑞銀證券亞洲有限公司中國
投資銀行業務副主管。

張先生於1986年7月獲得中國人民銀行研究所的經濟學碩士學位，且於1991年4

月獲得澳洲國立大學的發展經濟學碩士學位。

承董事會命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德文

香港，2019年10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健利先生、王德文先生及黄德宏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袁兵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華先生、林智遠先生及岳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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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公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
慮後始行達致，且本公告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
生誤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