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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部

文嘉強，57歲，執行委員會委員兼會計部總經理，1987年

12月加入本集團，並為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及執

行董事葉德銓先生之替任董事及海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之董

事。於會計、審計、稅務及財務方面累積超過33年經驗。持

有經濟學學士學位，並為澳洲特許會計師協會會員。

李樹仁，51歲，副首席經理，1987年10月加入本集團，於

會計方面累積超過32年經驗。持有管理學深造文憑，並為特

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中國

註冊會計師協會非執業會員及香港稅務學會資深會員及註冊

稅務師。

吳月芳，65歲，高級經理，1993年9月加入本集團，於會計

及財政方面累積超過42年經驗。持有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學

位。

李勁恒，45歲，高級經理，1996年6月加入本集團，於會計

及審計方面累積超過23年經驗。持有會計學文學士（榮譽）學

位及工商管理深造文憑，並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

行政部

鮑笑容，57歲，高級經理，1977年12月加入本集團，於辦

公室行政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7年經驗，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

學會專業會員。

吳寶隆，53歲，經理，1993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辦公室

行政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0年經驗。持有法律文憑、社會科學

學士（榮譽）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余詠嫻，48歲，經理，2014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辦公室行

政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理學士（榮譽）學位、專

業會計深造文憑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建築成本及合約部

關志堅，59歲，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建築成本及合約部總經
理，1990年5月加入本集團，於施工管理及工料測量方面累
積超過37年經驗。持有建築工藝及管理學高級文憑，並為註
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工程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專業會員、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英國特許建造學會會
員、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香港營造師學會會員及特許管理
學會會員。

池鎮潔，52歲，副首席經理，1991年12月加入本集團，於
工料測量方面累積超過26年經驗。持有建築工藝及管理學院
士，並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香港測量師學
會專業會員、香港營造師學會會員及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造
價工程師資格。

黃德安，51歲，高級合約經理，1997年5月加入本集團，於
工料測量方面累積超過27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應用科學學士
學位，並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及香港測量師
學會專業會員。

邱湛平，55歲，高級合約經理，1987年6月加入本集團，
於工料測量方面累積超過33年經驗。持有工料測量學高級文
憑，並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

蔡國良，46歲，合約經理，2012年1月加入本集團，於工料
測量方面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有建造學理學士學位及建造
管理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
量師學會專業會員、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及具備中華人
民共和國造價工程師資格。

林汶娜，49歲，合約經理，1996年4月加入本集團，於工料
測量方面累積超過25年經驗。持有建造學高級文憑及測量學
（工料測量）文憑，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
師學會專業會員、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及具備中華人民
共和國造價工程師資格。

杜穎，38歲，合約經理，2011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工料測
量方面累積超過13年經驗。持有工料測量學理學士（榮譽）學
位及中國法學學士學位，並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專業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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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辦公室

區小燕，52歲，經理，1990年2月加入本集團，於辦公室行
政及公益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0年經驗。持有文學士（榮
譽）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
員公會會員。

余淑珍，54歲，經理兼主席秘書，1993年3月加入本集團，
於秘書及辦公室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5年經驗。持有社會科學
學士學位。

中國部

北京

陳悅明，55歲，高級項目經理，1992年10月加入本集團，
並為長實（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寶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
司、北京長樂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及大連達連房地產開發有
限公司之總經理。於地產發展方面累積超過30年經驗。持有
建築學理學士學位、建築學士學位及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人士（建
築師名單）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現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北京市東城區）委員。

楊舜喬，38歲，財務經理（北京項目），2008年9月加入本集
團，於會計方面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會計學工商管理學
士（榮譽）學位，並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會計師。

北京辦事處

王琦，51歲，經理（業務發展），1991年9月加入長江集團，
於業務發展方面累積超過29年經驗。為公司北京辦事處之首
席代表，並為北京東方廣場有限公司之董事、副總經理兼首
席公司事務官。持有管理科學碩士學位。

大連

吳繼志，60歲，項目經理（大連項目），2013年3月加入本集
團，於機電工程及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41年經驗。持有屋
宇設備學設計理學碩士學位，並為特許工程師、英國屋宇設
備工程師學會會員、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英國特許水務學
會會員、美國水務工程師學會會員及澳洲液壓服務顧問協會
會員。

廣州

鄧錫偉，55歲，高級項目經理，1986年11月加入本集團，
並為廣州御湖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於項目管理方面
累積超過29年經驗。持有環境工程管理碩士學位及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為特許建造師、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
及香港營造師學會會員。

林家強，57歲，項目經理（廣州項目），1994年6月加入本集

團，於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7年經驗。持有營造工藝高級

證書。

胡國良，58歲，財務經理（廣州項目），2008年5月加入本集

團，於會計方面累積超過38年經驗。持有中國法律文憑及中

國外商投資企業財務總監及財務主管深造文憑。

上海

林煜，46歲，高級項目經理，1998年6月加入本集團，並為

上海長潤江和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於項目管理方面

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文學士（榮譽）學位、建築學

碩士學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策劃管理學深造文憑，並為

註冊建築師、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及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一

級註冊建築師資格。

馬清芝，56歲，高級項目經理，2007年8月加入本集團，並

為上海長大房地產有限公司、上海聯雅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及

上海和雅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之總經理。於項目管理方面累

積超過28年經驗。持有建築及結構設計學理學士（榮譽）學

位及建築文憑，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人士

（建築師名單）、皇家英國建築師學會會員及香港建築師學會

會員。

歐浩佳，59歲，財務經理（上海項目），1994年9月加入長江

集團，並為本集團於上海各項目公司的財務總監。於會計方

面累積超過27年經驗。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協會資

深會員、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資

深會計師。

陳永輝，48歲，租務經理（上海項目），2012年7月加入本集

團，並為本集團於上海項目公司的首席租務經理。於物業租

務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持有土地管理理學士學位及國際

房地產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專業會

員。

梁偉聰，42歲，租務經理（上海項目），2014年1月加入本集

團，並為本集團於上海項目公司的首席租務經理。於物業租

務方面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物業發展及資產管理理學士

（榮譽）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

會專業會員、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及商場管理學會專業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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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物業

李智健，52歲，業務發展經理（中國物業），1998年8月加
入本集團，並為滙賢房託管理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及負責人
員。於會計、酒店管理及物業發展方面累積超過30年經驗。
持有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並為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會
員、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及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協
會會員。李先生現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瀋陽市）委員。

朱汝輝，62歲，業務發展經理（中國物業），1994年7月加入
本集團，並為成都長天有限公司之董事兼副總經理及成都天
府麗都喜來登飯店之副總經理。於財務、會計、審計、酒店
管理及業務發展方面累積超過36年經驗。持有經濟學文學士
學位及工商管理商學士學位。

張秀英，53歲，業務發展經理（中國物業），2000年8月加入
本集團，並為瀋陽麗都商務有限公司之董事兼副總經理及瀋
陽麗都索菲特酒店之副總經理。於會計方面累積超過32年經
驗。持有公司秘書及行政學高級證書，並為英國特許秘書及
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

伍學良，59歲，項目經理（中國物業），1998年6月加入本集
團，為沈陽麗都商務有限公司之項目經理，於酒店建築、機
電及物業管理方面累積超過40年經驗。

公司秘書處

楊逸芝，54歲，執行委員會委員、公司秘書處總經理兼公司
秘書。楊小姐亦為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之公司秘書。楊小
姐於1994年8月加入本集團。楊小姐為長江實業（集團）有限
公司之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公司秘書，長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之上市地位於2015年3月18日起被本公司取代。
楊小姐亦為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之公司秘書及為長江基建
集團有限公司集團董事總經理甘慶林先生之替任董事，並出
任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之公司秘書及置富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楊小姐為財務匯報局成員、香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證監會（香港交易所上市）委員會
委員、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及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成
員、香港上市公司商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中
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大工商管理
學士－法學學士雙學位課程諮詢委員會委員。楊小姐為香港
特區高等法院律師及英格蘭及威爾斯高級法院律師，並為香
港董事學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及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
公會之資深會員。楊小姐持有財務學理學碩士學位、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及法律學士學位。

包婷婷，41歲，副首席經理，2008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
企業融資及商業法律事務、企業上市、公司監管及合規方面
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會計及財務商學士學位及法律學碩
士（公司法與金融法）學位，並為澳洲會計師公會執業會計師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律師。

張元生，55歲，副首席經理，2015年1月加入本集團，於法
律事務方面累積超過26年經驗。持有法律學士（榮譽）學位、
法律學碩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為英格蘭及威爾斯
高級法院律師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律師。

謝建強，45歲，助理首席經理，2010年10月加入本集團，
於法律事務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持有法律學士（榮譽）學
位、法律學深造証書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最高法院律師。

陳小燕，44歲，高級經理，2012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公司
秘書、會計、財務及審計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會計
學理學碩士學位及中國商業法律學深造文憑，並為特許公認
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

鄭淑芷，43歲，高級經理，2004年9月加入本集團，於公司
秘書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學士（榮譽）學
位，並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
公會會員。

陳灝才，50歲，高級經理，1997年3月加入本集團，於公司
秘書方面累積超過24年經驗。持有法律學士（榮譽）學位及商
業碩士學位，並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香港
特許秘書公會會員。

林靈湘，45歲，經理，2001年2月加入本集團，於公司秘書
方面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有企業融資碩士學位，並為英國
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

陳灶梅，46歲，經理，2003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公司秘
書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
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

黃綺華，46歲，撰稿經理，1997年3月加入本集團，於金
融、經濟及商貿範疇累積多年翻譯及撰作經驗。持有商業學
榮譽文學士學位及文科碩士（中國發展研究）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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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水準審核部

徐英傑，55歲，高級經理，1976年3月加入本集團，於機電

工程及樓宇品質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4年經驗，持有設施管理

理學碩士學位，並為國際物業設施管理協會之專業會員。

鍾志堅，44歲，經理，2002年4月加入本集團，於樓宇品質

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有建築測量學理學士（榮譽）

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香港特別

行政區認可人士（測量師名單）、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檢驗人

員（測量師名單）、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香港

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香港仲裁司學會會員及自願樓宇評審

計劃評審員（名冊1）。

營造管理部

沈惠儀，62歲，執行委員會委員兼營造管理部總經理，

1989年9月加入本集團，於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3年經

驗。持有社會學文學士學位及建築學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

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人士（建築師名單）及香港建築師學

會會員。

麥國強，53歲，高級行政經理，1994年1月加入本集團，於

建築工程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2年經驗。持有建築管理深造文

憑。

黃賢理，58歲，高級行政經理，1989年11月加入本集團，

於建築工程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9年經驗。持有建築工藝及管

理學高級文憑。

鄭健志，38歲，高級經理，2009年7月加入本集團，於建築

工程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5年經驗。持有建築科技及管理學理

學士（榮譽）學位及項目管理理學碩士學位，並為澳洲建造學

會會員、英國特許建造學會會員、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英

國專業工程師學會會員及英國品質保證會會員。

羅志恆，40歲，高級經理，2008年7月加入本集團，於建築

工程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持有測量學文憑及項目管

理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英國特許建造學會會員。

陳偉成，41歲，經理，2007年9月加入本集團，於建築工程

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7年經驗。持有屋宇設備工程學學士（榮

譽）學位，並為特許工程師、註冊專業工程師、英國屋宇設

備工程師學會會員及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

楊嬋芳，45歲，經理，2004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建築工程
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0年經驗。持有建築工藝及管理學理學士
學位及建造工程管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英國特許建造學會會
員及香港營造師學會會員。

企業事務部

班唐慧慈，54歲，企業事務總監，1999年3月加入本集團，
並為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及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之
企業事務總監及滙賢房託管理有限公司之副行政總裁。彼亦
為香港公益金董事。班女士持有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徐秀婉，51歲，副首席經理（市場傳訊），2005年8月加入本
集團，於廣告及市場傳訊方面累積超過26年經驗。持有新聞
學文憑。

張婉媚，46歲，副首席經理（企業事務），1999年3月加入
本集團，亦為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之副首席經理（企業事
務），於公共關係及企業事務方面累積超過24年經驗。持有
哲學文學士（榮譽）學位。

禤嘉莉，44歲，高級企業事務經理，2014年4月加入本集
團，於公共關係及企業事務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持有文
學士（榮譽）學位。

黎敏儀，47歲，高級市場傳訊經理，1995年4月加入本集
團，於廣告及市場傳訊方面累積超過23年經驗。持有工商管
理學士（榮譽）學位。

吳依華，36歲，高級企業事務經理，2005年6月加入長江集
團，於公共關係及企業事務方面累積超過13年經驗。持有人
文學科文學士（榮譽）學位及傳理學文學碩士學位。

嚴惠芬，39歲，高級市場傳訊經理，2009年11月加入本集
團，於市場傳訊方面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社會學理學士
（榮譽）學位。

張純燕，38歲，市場傳訊經理，2010年1月加入本集團，於
市場傳訊方面累積超過14年經驗。持有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學位。

劉玉霞，51歲，市場傳訊經理，1995年11月加入本集團，
於市場傳訊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持有傳理學榮譽文憑及
經濟學文學碩士學位。

梁安琪，33歲，企業事務經理，2011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
法律、政治及企業事務方面累積超過6年經驗。持有法律學
士學位及商業及行政學士學位，並為新西蘭高等法院大律師
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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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業務發展部

馬勵志，47歲，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企業業務發展部總經理，
1996年2月加入本集團，並任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
執行董事黎啟明先生之替任董事、泓富產業信託管理人泓富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亦為置富產業信託管理人
ARA Asset Management (Fortune) Limited董事葉德銓先生之
替任董事。泓富產業信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而置富產業信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證券交
易所上市。馬先生於銀行業務、投資及投資組合管理、房地
產發展及市場推廣及科技相關項目及服務管理方面累積超過
25年經驗。持有財務學商學士學位及環球企業管理學文學碩
士學位。現為香港明愛賓館及餐飲服務委員會委員，亦為加
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President’s Circle，其文學院以及其
商學院（中國）諮詢委員會之委員。

李光宏，44歲，副首席經理，2000年8月加入長江集團，
並為e-Smart System Inc.、iMarkets Limited、Videofone 

Company Limited及北京網聯無限技術發展有限公司之董事
及 iMarkets Limited及 iMarkets Structured Products Limited

之公司代表。於銀行業務、投資及科技相關項目管理方面累
積超過22年經驗。持有理學士（榮譽）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並為特許財經分析師、CFA Institute會員及香港財經分
析師學會會員。

陳卓文，43歲，高級經理，2000年7月加入長江集團，於財
務、投資及業務發展方面累積超過20年經驗。持有會計學文
學士（榮譽）學位及會計及財務學理學碩士學位，並為特許公
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

江馨平，37歲，高級經理，2014年10月加入本集團，於財
務、投資及業務發展方面累積超過12年經驗。持有管理科學
理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劉俊瑜，35歲，高級經理，2000年8月加入長江集團，於業
務發展方面累積超過14年經驗。持有理學士學位、商業學士
學位及國際關係學碩士學位。

劉遠新，50歲，高級經理（項目管理），2001年8月加入長
江集團，於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4年經驗。持有工程學士
（榮譽）學位、理學碩士學位及專業項目管理文憑。

陳俊傑，43歲，經理（工程），1995年8月加入長江集團，於
網絡及系統工程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電腦科理學士
學位及電子商貿理學碩士學位。

郭浩傑，44歲，經理（工程），2001年5月加入長江集團，於
網絡及系統工程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經濟學文學士
學位。

陸定中，42歲，經理（項目策劃），1998年2月加入長江集
團，於銷售及市場推廣方面累積超過24年經驗。持有管理學
學士（榮譽）學位。

胡芍迎，38歲，經理（財務及行政），2008年4月加入本集
團，於會計及審計方面累積超過15年經驗。持有會計學工商
管理學士（榮譽）學位及公司管治碩士學位，並為特許公認會
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

葉麗安，36歲，經理（財務及行政），2008年5月加入本集
團，於會計方面累積超過14年經驗。持有會計學文學士（榮
譽）學位及專業會計碩士學位，並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
深會員。

推廣創作部

梁婉君，46歲，副首席經理，1995年7月加入本集團，於設
計、宣傳、市場調查及物業銷售方面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
有市場及財務學商學士學位。

發展部

陳浩基，42歲，高級策劃經理，2003年6月加入本集團，於
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文學士（榮譽）
學位及建築學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
認可人士（建築師名單）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陳漢成，53歲，高級策劃經理，1995年12月加入本集團，
於建築及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8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文學
士（榮譽）學位及建築學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
行政區認可人士（建築師名單）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陳國強，47歲，高級策劃經理，1997年5月加入本集團，
於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文學士（榮
譽）學位、建築學碩士學位及數碼科技管理學工商管理碩士
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人士（建築師
名單）、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及特許仲裁司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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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光，54歲，高級策劃經理，1998年6月加入本集團，

於建築及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0年經驗。持有建築學士學

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人士（建築師名

單）、澳洲建築師協會會員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梁仲平，47歲，高級策劃經理，2003年11月加入本集團，

並為Property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Singapore) Pte Limited

之董事。於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建築學理

學士（榮譽）學位及建築學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

特別行政區認可人士（建築師名單）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盧建業，51歲，高級策劃經理，1999年1月加入本集團，於

項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5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文學士（榮譽）

學位及建築學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

可人士（建築師名單）、皇家英國建築師學會會員、香港建築

師學會會員及特許仲裁司學會副會員。

潘泳昭，51歲，高級策劃經理（結構），1999年9月加入本集

團，於項目管理╱結構工程方面累積超過27年經驗。持有土

木工程理學士（榮譽）學位，並為特許工程師、註冊專業工程

師、註冊結構工程師、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及結構工程師學

會會員。

林培愉，41歲，策劃經理，2004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項

目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文學士（榮譽）學

位及建築學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

可人士（建築師名單）及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鄧沛昕，39歲，策劃經理，2002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項目

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建築學學士學位、建築學

文學士（榮譽）學位及建築策劃管理學研究文憑，並為註冊建

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人士（建築師名單）、香港建築師

學會會員及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綠建專才。

王安民，39歲，策劃經理，2006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項目

管理方面累積超過15年經驗。持有建築學文學士（榮譽）學位

及建築學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建築師、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

人士（建築師名單）、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及皇家英國建築師

學會會員。

機電工程部

羅建興，53歲，高級經理，2003年4月加入本集團，於機電
工程方面累積超過28年經驗。持有建築策劃管理學理學碩士
學位，並為特許工程師、註冊專業工程師、英國屋宇設備工
程師學會資深會員、英國工程技術學會資深會員及香港工程
師學會資深會員。

張秀卿，50歲，經理，1999年10月加入本集團，於機電工
程方面累積超過27年經驗。持有屋宇設備工程學高級文憑，
並為特許工程師、英國屋宇設備工程師學會會員及香港工程
師學會會員。

劉文彬，47歲，經理，2003年7月加入本集團，於機電工程
方面累積超過24年經驗。持有屋宇設備工程學學士（榮譽）學
位及環境管理學理學碩士學位，並為特許工程師、註冊專業
工程師、英國屋宇設備工程師學會會員及香港工程師學會會
員。

人力資源部

葉劍榮，51歲，高級經理，2003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人
力資源及行政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5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學
士學位及公司行政深造文憑。

曾志倫，46歲，高級經理，2002年4月加入本集團，於人
力資源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持有酒店管理學文學士
（榮譽）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
會專業會員。

李穎文，45歲，高級經理，2005年9月加入本集團，於人力
資源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0年經驗。持有公共及社會行政文學
士（榮譽）學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人力資源管理學文憑及
內地人事管理學證書。

資訊科技部

林文輝，47歲，高級經理，2000年8月加入長江集團，於
資訊科技及電訊方面累積超過23年經驗。持有電子學理學士
（榮譽）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劉友強，49歲，經理（網絡及技術支援），2005年7月加入本
集團，於資訊科技管理及網絡及技術支援方面累積超過23年
經驗。持有數學科理學士（榮譽）學位及電腦及資訊科技理學
士（榮譽）學位，並為香港電腦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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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雄，44歲，系統經理，1994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資
訊科技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0年經驗。持有電腦科學理學士
（榮譽）學位及財務學碩士學位，並為香港電腦學會會員、國
際電腦稽核協會國際公認電腦稽核師及美國項目管理協會項
目管理專業人員。

內部審計部

李金源，59歲，高級經理，1987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審
計方面累積超過37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學理學士學位，並
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計
師。

謝俊偉，48歲，高級經理，2009年1月加入本集團，並為滙
賢房託管理有限公司之內部核數經理。於審計方面累積超過
23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資訊系統管理學理學碩
士學位、投資管理學理學碩士學位及普通法法學碩士學位，
並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
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

周偉強，60歲，經理，1994年11月加入本集團，於審計方
面累積超過35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

朱啟華，52歲，經理，1995年8月加入本集團，於審計方面
累積超過26年經驗。持有會計學專業文憑及電子商貿商業碩
士學位，並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英格蘭及威爾
斯特許會計師協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計師。

租務部

黃思行，51歲，副首席經理（租務），1990年6月加入本集
團，並為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及進達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之董事。於物業租務方面累積超過28年經驗。持有歷史學
文學士（榮譽）學位及設施管理學理學碩士學位。

李寶珠，53歲，助理首席經理（租務），2003年10月加入本
集團，於物業租務方面累積超過33年經驗。持有商業學文
憑。

黃苓斐，52歲，助理首席經理（租務），2002年9月加入本集
團，於物業租務方面累積超過26年經驗。

馮錦新，54歲，高級租務經理，2007年6月加入本集團，於
物業租務方面累積超過28年經驗。持有文學士學位及房屋管
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房屋經理、英國特許市務學會
會員、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特許會員、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會員及香港地產行政學會會員。

陳鎮國，42歲，租務經理，2007年3月加入本集團，於物業
租務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財務學工商管理學士（榮
譽）學位及測量學研究文憑（房地產發展），並為香港地產行
政學會附屬會員及香港地產學會高級專業會員。

莊鈞貽，39歲，租務經理，2006年1月加入本集團，於物業
租務方面累積超過16年經驗。持有數學科理學士（榮譽）學
位、房地產理學碩士學位、商業數據分析文學碩士學位及中
國商業學理學碩士學位，並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經紀
人執業資格。

鄧志勇，44歲，租務經理，2008年4月加入本集團，於物業
租務方面累積超過18年經驗。持有地產商務學學士及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並為澳洲地產學會會員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
會員。

梁浩珊，46歲，租務經理，1996年3月加入本集團，於物業
租務方面累積超過26年經驗。持有產業管理學理學士（榮譽）
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吳國良，53歲，經理（進達車場），2007年10月加入本集
團，於車場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有工程學理學士
（榮譽）學位及工商管理學深造文憑。

法律部

葉建明，61歲，執行委員會委員兼法律部總經理，1985年7

月加入本集團，於法律事務方面累積超過31年經驗。持有經
濟學文憑。

王鳳琼，55歲，助理首席經理，1998年6月加入本集團，於
法律事務方面累積超過30年經驗。持有法律學士（榮譽）學位
及法律學深造証書，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律師。

張錦香，46歲，高級法律經理，2002年12月加入本集團，
於法律事務方面累積超過23年經驗。持有法律學士（榮譽）學
位及法律學深造証書，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法院律師。



39二零一四年年報

物業投資及估價部

趙少琴，48歲，助理首席經理，1997年2月加入本集團，
於房地產發展及投資、產業管理及估價方面累積超過25年經
驗。持有產業管理理學士（榮譽）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

陳文偉，52歲，助理首席經理，1994年1月加入本集團，
於房地產發展及投資、產業管理及估價方面累積超過25年經
驗。持有電力工程學理學士（榮譽）學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及土地管理學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及香港測
量師學會專業會員。

何廣毅，51歲，高級經理，2005年7月加入本集團，於房地
產發展及投資、產業管理及估價方面累積超過24年經驗。持
有產業管理理學士（榮譽）學位及國際房地產理學碩士學位，
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及香港
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

梁漢文，43歲，高級經理，1996年5月加入本集團，於房地
產發展及投資、產業管理及估價方面累積超過20年經驗。持
有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英國皇
家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

馮誠德，41歲，經理，2008年1月加入本集團，於房地產發
展及投資、產業管理及估價方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測
量學理學士（榮譽）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英國皇家測
量師學會專業會員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

營業部

劉啟文，56歲，副首席經理（營業），1981年6月加入本集
團，並為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Goodwel l -Fortune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及Goodwell-Prosperity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之董事。於物業銷售方面累積超過36年經驗。

郭子威，49歲，副首席經理（營業），1989年5月加入本集
團，並為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之董事。於物業銷售方
面累積超過26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市場學理學士學位。

黃思聰，53歲，副首席經理（營業），1994年1月加入本集
團，並為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及Property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Singapore) Pte Limited之董事。於物業銷售方
面累積超過19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封海倫，44歲，高級營業經理，2001年3月加入長江集團，
於物業銷售方面累積超過21年經驗。持有酒店及膳食管理學
高級文憑。

何家欣，37歲，高級營業經理，2007年4月加入本集團，於
物業銷售方面累積超過15年經驗。持有測量學理學士（榮譽）
學位及巿場學理學碩士學位，並為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及香
港測量師學會專業會員。

吳翠霞，51歲，高級經理（營業行政），1990年12月加入本
集團，於營業行政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8年經驗。持有歷史學
文學士學位。

戴美玲，55歲，高級經理（顧客服務），1985年8月加入本集
團，於顧客服務方面累積超過29年經驗。

曹皎明，46歲，營業經理，1995年5月加入本集團，於物業
銷售方面累積超過20年經驗。持有工商管理理學士學位。

楊桂玲，44歲，營業經理，2013年2月加入本集團，於物業
銷售方面累積超過14年經驗。持有文學士（榮譽）學位、巿場
學理學碩士（榮譽）學位及房地產理學碩士學位。

營業部–物業管理

湯淑芬，48歲，助理首席經理（物業管理），2012年4月加入
本集團，並為Goodwell-Fortune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及
Goodwell-Prosperity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之董事。於物業
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9年經驗。持有房屋管理專業文憑、文化
遺產管理深造文憑及設施管理學理學碩士學位，並為香港地
產行政師學會普通會員、國際物業設施管理協會專業會員、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特許會員及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員。

謝加利，53歲，高級經理（物業管理），2014年9月加入本
集團，於物業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5年經驗。持有土木工程理
學士學位及房屋學文學士（榮譽）學位，並為註冊專業房屋經
理、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特許會員、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
員、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普通會員及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
政人員學會會員。

黃和木，55歲，經理（物業管理），1987年5月加入本集團，
並為進達車場管理有限公司、Goodwell-Fortune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及Goodwell-Prosperity Property Services 

Limited之董事。於物業管理方面累積超過32年經驗。持有商
業學文學士（榮譽）學位及測量學研究文憑（房地產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