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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81歲。梁博士自2000年3月18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本公司」）、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及龍運巴士有

限公司（「龍運」）董事。於2001年6月14日起出任本公司、九巴及龍運董事會副

主席，並於2006年2月1日起出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博士自2012年

5月17日本公司週年大會結束時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梁博士亦為本公司的

常務委員會主席。梁氏現為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公司

為香港上市的公司）。梁博士積極參與公共事務40年，並於1993年至2007年期

間出任民眾安全服務隊處長，1997年至2002年期間出任廣播事務管理局主席，

2007年至2013年期間出任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

會委員，1997年至2003年期間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並於2005年至

2016年6月期間出任該大學副校監，2016年5月起被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

會主席。

副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78歲。陳博士自1997年9月4日至2008年4月7日擔

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長；分別自1993年11月1日至2006

年12月31日及自1997年5月8日至2006年12月31日擔任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九巴」）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運」）董事長；自2007年1月1日至

2008年4月7日擔任九巴及龍運之高級執行董事；並自2008年4月8日起出任本

公司、九巴及龍運之非執行董事。他自2012年1月4日起調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陳博士自2012年5月17日本公司週年大會結束時起獲委任為本公司副主

席。他亦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主席及常務委員會成員。陳博士

為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及粵海投資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他曾於2001年1月

15日至2017年12月12日擔任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陳博士

曾於2000年至2003年間任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他

於1964年至1978年及1980年至1993年間任職於香港政府，期間歷任港督私人

秘書、副常務司、政府新聞處處長、副布政司、工商司及教育及人力統籌司等

要職。1978年至1980年間曾任職新鴻基財務有限公司，為執行董事及總經理。

他曾於2010年4月至2017年3月擔任太古地產有限公司董事，於2011年12月至

2017年3月期間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博士亦為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委員會主

席，香港公益金董事及其執行委員會成員。陳博士於2000年12月獲頒DHL╱南

華早報傑出管理獎，並於同月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院士。陳博士於1997年取得

國際管理中心工商管理學榮譽博士學位，並於2009年、2011年及2012年分別

獲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頒發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陳博士是

英國特許管理協會Companion會員、香港運輸及物流學會及香港董事學會的資

深會員。

梁乃鵬博士太平紳士
GBS, LLD, BA

陳祖澤博士太平紳士
GBS, DBA(Hon), 
DSocSc(Hon), BA, DipMS, 
CCMI, FCILT, FHK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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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68歲。郭先生自1997年9月4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他亦是本公司常務委員會成員。他自1981年9月1日及1997

年5月8日起分別出任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

郭先生持有劍橋大學法律系碩士學位、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香港都會

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學位及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他是新鴻基地

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涵義，

新地屬本公司主要股東之一），亦是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數碼

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及非執行董事，以及永泰地產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社會公職方面，郭先生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他

亦是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董事及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

非執行董事，91歲。伍氏自1997年9月4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

公司」）董事。他亦自1983年3月3日及1997年5月8日起分別出任九龍巴士（一

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運」）董事。伍氏曾為世紀

城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自1994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31日）、百利保控股

有限公司（自1995年8月18日至2017年12月31日）及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自2005年3月22日至2017年12月31日）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伍氏為伍穎梅女士之父親。伍女士為本公司、九巴及龍運之董事。

郭炳聯太平紳士
MA(Cantab), MBA, Hon DBA, Hon 
LLD

伍兆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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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62歲。雷氏自1997年9月4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他亦自1993年1月14日及1997年5月8日起分別出任其附屬公司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及由2018年1月1日起被委任為本

公司常務委員會成員。雷氏早期在英國已事業有成，曾先後於一家國際性商人

銀行任職五年及在一間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任職三年。

雷氏為紀念其先祖父雷瑞德先生，於1995年成立了「雷瑞德教育基金」，以

資助大中華區，包括香港的優秀學生負笈海外升學。近年，基金更為來自其

他國家的優秀學生提供財政支援。於1999年，雷氏獲邀成為China Oxford 

Scholarship Fund委員會成員，隨後更於2011年獲邀請為牛津大學Vice-

Chancellor’s Circle之委員。

於2003年至2012年，雷氏獲委任為The Friend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之執委會成員。The Friend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乃Prince 

Philip Scholarship之籌辦機構。

雷氏於2 0 1 3年2月獲S t  H u g h ’ s  C o l l e g e頒授E l i z a b e t h  W o r d s w o r t h 

Fellowship，以表揚他對教育事業的卓越貢獻。雷氏是牛津大學有史以來首位

獲頒授此最高榮譽的人士。

非執行董事，87歲。雷氏自1997年9月4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

公司」）董事。他亦自1993年9月17日及1994年8月24日起分別出任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自2016年10月20日

起調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雷氏是本公司常務委員會成員。雷氏於1960年加

入九巴為會計師，後晉升至總會計師及助理總經理，並於1989年3月1日獲委任

為總經理。因已介65歲退休年齡，於1999年7月21日退任總經理職位。於1999

年9月1日，雷氏獲委任為九巴（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九巴（中國）」）的副董事

長。於2003年8月13日，辭任副董事長一職並履任九巴（中國）之主席，直至

2016年10月20日。

雷禮權
BSc(Econ)

雷中元
M.H., BEc, AASA, FC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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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58歲。伍氏自1995年起出任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

巴」）董事，並於1997年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及龍運巴

士有限公司董事，及為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路訊通」）的創辦人及副主席（直

至2017年12月12日）。伍氏亦為世紀城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百利保控股有限

公司及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該三間公司均為上市公

司。伍氏榮獲多項獎項及表揚。她於2019年獲頒授傑出商界女領袖及於2017年

獲委任為太平紳士；2016年獲頒諾貝爾獎學人系列：亞洲華人領袖獎及中國十

大傑出女企業家。往年，她獲選為傑出女性及六十名有成就及對國家有貢獻的

傑出華商之一；獲亞洲週刊頒授華人青年企業家大獎；被選為中國百名傑出女

企業家；獲哈佛大學授予Mason Fellow；並獲頒授CaringHeart獎項。

伍氏於2008年10月23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常務委員會成員，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

協助其制訂政策，同時監察管理層執行政策。伍氏於2017年5月19日起亦為本

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她由1995年至2008年10月13日期間擔任本公司的執行

董事，負責不同的業務範疇，包括業務發展、採購、保險、設施管理、市場推

廣及銷售及企業傳訊。她透過提升巴士車身及候車亭廣告之形象及銷售，成功

確立九巴之有力戶外媒體銷售工具地位，和締造流動多媒體廣播公司路訊通，

釋放龐大乘客潛力，其營運模式為香港、中國及世界各地眾多機構爭相仿效。

路訊通於香港聯交所主板分拆上市（香港股份代號888），為公共交通行業之業

務發展突破，成為本集團一間獨立上市並擁有雄厚財政實力之附屬公司。為實

現更大經濟價值，它於2017年售出，為集團帶來重大收入貢獻。

伍氏熱心社會服務，她為保良局總理、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城市規劃委員會

委員、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董事、浸大中醫醫院董事、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校

監、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委員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理事。伍

氏於2014年至2020年為威爾斯親王醫院管治委員會主席，於2010年至2016年

為香港旅遊發展局成員及其市場推廣及業務發展委員會主席和醫院管理局成員

及其支援服務發展委員會主席。伍氏於2011年至2017年為僱員再培訓局委員

及其課程審批委員會召集人和職業訓練局委員。伍氏於2014年擔任香港小姐評

判，及於2005年至2021年擔任香港傑出義工獎選舉評判。

伍氏為本公司董事伍兆燦先生之千金，亦為伍兆燦先生之替代董事。伍氏持有

芝加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學位。伍氏為英國特許

市務學會資深會員。

伍穎梅太平紳士
BA, MBA (Chicago), 
MPA (Harvard), FCIM, CMILT, 
MHK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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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68歲。李博士自1998年12月10日起分別出任載通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本公司」）、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

事，並於2004年9月16日至2017年12月12日期間擔任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氏為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榮譽主席，並

為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直至

2021年5月27日）、華潤啤酒（控股）有限公司（前稱華潤創業有限公司）及交通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直至2013年6月25日）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該等公司的股份

於聯交所上市。他為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航

空技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美維控股有限公司（於2010年4月19日撤回其上市

地位前，是一家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之前獨立非執行董事。他亦是新鴻基地產

發展有限公司（「新地」）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涵義，新

地屬本公司主要股東之一）。李氏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

委員。彼亦為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李博士現為本公司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成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74歲。廖教授自2011年9月1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本公司」）、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廖教授分別自2012年5月17日本公司週年大會結束時起及由2017年5月

19日起被委任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廖教授為美

國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及史丹福大學博士，廖教授為前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現任研究教授。廖教授出任多項與其學術領域相關之職位，包括擔任劉佐德全

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執行委員會主席。廖教授現亦為恒隆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該公司為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廖教授曾任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及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現為香港金融管理局之香港貨幣

及金融研究中心董事及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亦曾出任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之非執行董事及其薪酬委員會主席。在社會服務方面，廖教授現為前

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主席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委員，亦曾任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成員、防止及處理

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

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之委員。

李家祥博士太平紳士
GBS, OBE, LLD, DSocSc, 
Hon DSocSc(EdUHK), BA, FCPA, 
FCA, FCPA(Aust.)

廖柏偉教授太平紳士
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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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53歲。馮先生自2014年1月1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馮先生由2017年5月

19日起被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他是新鴻基

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的執行董事及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及副主席和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之副主席。他亦為新地執行委員會成員及新地

集團非地產相關的投資組合之行政總裁。他亦為新地若干附屬公司之董事。於

2014年7月8日至2017年12月12日，馮先生曾出任路訊通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

董事。馮先生獲得牛津大學（現代歷史）學士學位及持有哈佛大學歷史及東亞語

言博士學位。他於1996年獲得古根海姆獎學金。馮先生於1993年至1994年期

間出任哈佛大學導師，並於1996年至1997年期間出任布朗大學歷史系客席助理

教授。馮先生於1997年加入環球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公司（「麥肯錫」），並主要

服務中國及香港的客戶，以及歐洲及東南亞的機構。馮先生是麥肯錫基礎設施

業務的聯席領袖。他曾於2004年至2010年期間出任麥肯錫香港之董事總經理，

並於2011年成為麥肯錫之全球資深董事，是麥肯錫歷史上首位香港華人出任資

深董事。他亦曾出任麥肯錫亞洲地區招聘的主管。

馮先生是香港總商會理事會理事，香港青年協會義務秘書，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理事會及執行委員會委員及香港保護兒童會會長。馮先生亦是亞洲青年管弦樂

團委員會成員，以及香港管弦協會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馮先生亦是香港旅

遊發展局成員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

馮玉麟
BA,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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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總經理，59歲。李先生自2014年3月3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龍

運」）董事。自2015年1月1日起，他獲委任為本公司、九巴及龍運的董事總經

理。他現為本公司的常務委員會成員；亦為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董事。李先

生於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2日曾擔任郭炳聯先生於本公司、九巴及龍運

的替代董事。

李先生於2006年加入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在此之前於弘達香港有限公司

任職董事，該公司為香港交通及運輸顧問。李先生於1986年至1994年間在英國

West Sussex County Council, the London Borough of Bexley及East Sussex 

County Council任職。

李先生於1985年取得英國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土木工程學學士學位及於

1986年取得英國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運輸策劃及工程學碩士學位。李先

生是特許工程師並為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員。

李先生現為商界環保協會有限公司的特邀會員及香港僱主聯合會的會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63歲。曾先生自2018年1月1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他亦為本公司審

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成員。

曾先生是一名退休公務員。在2015年5月退休前，他是警務處處長。現時，曾

先生在震雄集團有限公司任職策略及管理顧問，該集團為香港的一家大型注塑

機生產商及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曾先生自2019年4月1日起出任國家禁毒

委員會副主任。另自2020年4月23日起出任中國旅遊集團外部董事，並於6月

19日起出任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於2021年9月23日，曾先

生當選為中國警察協會副會長。

於1978年1月，曾先生加入警隊任職督察。由1993年至1995年，他被借調至

海外，在倫敦大都會警隊任偵緝警司。在1998年，他晉升至首長級人員，先

後任職灣仔區指揮官、有組織及三合會罪案調查課總警司、資訊系統部助理處

長、人事及訓練處處長、行動處處長、警務處副處長（管理）、警務處副處長（行

動），及後由2011年1月起接任警務處處長。

曾先生持有英國利徹斯特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他亦有在清華大學、國家行

政學院、美國哈佛商學院及英國皇家國防學院進修不同的課程。

李澤昌
BSc, MSc, MICE, CEng

曾偉雄太平紳士
GBS, PDSM,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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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72歲。張博士自2018年1月1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張博士現為數碼通電

訊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及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兼非執行董

事，大生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及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張博士亦

為新鴻基地產保險有限公司（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

張博士持有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會計系商業學士學位，並為澳洲會計師公會會

員。張博士自1979年起為香港執業律師，現為胡關李羅律師行顧問，並為英國

及新加坡的註冊律師。張博士在2013年獲頒銅紫荊星章。他在2016年獲香港公

開大學（重新命名為香港都會大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名銜。

他為香港公開大學（重新命名為香港都會大學）之資助及發展基金委員會及諮詢

會成員，香港董事學會之榮譽理事。他亦為香港公益金董事。

張博士曾任香港公益金其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主席（至2020年6月30日

止）、香港公開大學（重新命名為香港都會大學）校董會副主席、香港董事學會

副主席、保良局總理、香港律師會之內地法律事務委員會之副主席及稅務上訴

委員會委員。張博士亦曾任上置集團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中國平安保險（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及雅居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

張永銳博士
BBS, BCom, Hon DBA, 
CPA (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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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68歲。李先生自2018年1月1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李先生現為新鴻基地

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的公共事務總監。他於2005年5月加入新地。他是廣

播行業的資深人士，擁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他於七十年代加入香港電台（「港

台」），並主持了若干受歡迎的節目，包括《八十年代》和《城市論壇》。李先生曾

任港台電台部公共事務總監。於1993年，他晉升為電視部的時事及公共事務總

監，負責監督所有公共和時事節目。他於1996年擔任教育電視部總監，負責所

有學校教育電視節目。李先生畢業於葛量洪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大學前身），並

持有東亞大學（現稱澳門大學）中國歷史學士學位。

李先生擁有廣泛的公共和社會服務經驗，現為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委員、公務員培訓諮詢委員會委員、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及選舉委員

會（航運交通界）委員。他亦是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

非執行董事，56歲。龍先生自2018年7月1日起出任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龍運巴士有限公司董事。他由2021年1月1日

起被委任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他現為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

的首席財務總監（中國內地）。龍先生擁有超過31年的金融市場經驗，包括在企

業及金融機構的投資研究、基金管理、私募股權投資及風險管理等工作。

龍先生於1992年加入新地，負責投資者關係及基建項目投資至1996年。於

1996至2003年間，龍先生曾任法國巴黎資產管理的投資組合經理，專門從事

亞洲區的股票投資。於2004年，龍先生被調派到中國上海一間由法國巴黎資產

管理及申銀萬國證券共同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負責該合資企業的風險管理事

務。於2007年，龍先生加盟一家私募股權公司成為其中之一的創辦合夥人，該

私募股權公司由法國巴黎資產管理及新韓金融集團提供種子基金出資成立。龍

先生於2013年再次加入新地，並擔任現職至今。

龍先生持有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及社會科學（經濟）碩士學位，以及中歐

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他亦是CFA Institute的特許財務分析師。

李鑾輝太平紳士
BBS, BA

龍甫鈞先生
BSocSc, MSocSc (Economics), 
MBA, C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