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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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所導致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KBN Ltd.

香港寬頻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10

根據共同持股計劃 II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於 2016年 6月 20日，董事會議決，根據本公司於 2015年 2月 21日採納之共同持

股計劃 II（「該計劃」），向 134名參與者授出 2,081,482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

股份單位」）。在 2,081,482份受限制股份單位當中，194,556份及 134,241份乃分

別授予楊主光先生（「楊先生」）及黎汝傑先生（「黎先生」）。楊先生及黎先生為執行

董事。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2月 27日之上市招股章程（「招股章程」），當中載有該

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共同持股計劃 II」一節），以及本

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5年 6月 29日及 2015年 8月 18日內容有關根據該計劃授出受限

制股份單位之公告（「過往公告」）及本公司截至 2016年 2月 28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中期報告 2016」）。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及過往公告所賦

予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該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該計劃之變動詳情載於本公司之中期報告 2016（「其他資料－股份激勵計劃－共同持

股計劃 II」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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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年 6月 20日，董事會議決按與首批授出及第二批授出相同之條款，包括按每

7股已購入股份授出 3份受限制股份單位之基準，根據以下歸屬時間表向 134名參與

者授出 2,081,482份受限制股份單位（「2016年 6月授出」），讓彼等可收取股份而毋須

支付額外成本：

(a) 受限制股份單位之 25%將於 2017年 6月 20日歸屬；

(b) 受限制股份單位之 25%將於 2018年 6月 20日歸屬；及

(c) 受限制股份單位之 50%將於 2019年 6月 20日歸屬。

(i) 2016年 6月授出與 (ii)第一批授出及第二批授出的主要分別在於 2016年 6月授出

每名新增及現有參與者之最高投資款項，由該計劃每名投資者的年度薪酬中之 6個

月薪酬上調至 12個月薪酬。

2016年 6月授出涉及之相關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0.207%。

根據聯交所於 2016年 6月 20日所報之每股收市價 8.49港元，已授出之受限制股份單

位所涉及之股份的市值約為 17,672,000港元。於 2015年 3月 12日，本公司將本公司

股份溢價賬之進賬金額 567港元撥充資本，用以按面值繳清配發及發行予計劃受託

人的 5,666,666股普通股（「根據資本化發行所發行之股份」）之股款，有關股份由計

劃受託人以信託方式持有，以應付根據該計劃授出之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歸屬。

除楊先生及黎先生外，於本公告日期，2016年 6月授出之承授人並非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之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

市規則）。

進行 2016年 6月授出之理由及裨益

2016年 3月 31日完成向新世界電話控股有限公司收購電訊業務（「該收購」）後，本公

司致力激勵該收購之管理人才（「新世界電訊人才」），通過擴大該計劃讓更多管理人

才參與其中。進行 2016年 6月授出旨在將人才與股東的利益長期結合起來，並鼓勵

彼等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及拓展作出貢獻。考慮到公平原則，本公司亦就相同目的

及按相同條款將該計劃的範圍拓寬到現有人才及其他新加盟者。

根據 2016年 6月授出，按記錄有 54名參與者來自新世界電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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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2016年 6月授出之條款是按正常商業
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該計劃進行授出之概覽

授出之批次

授出之
受限制股份
單位數目

於本公告日期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概約百分比

將動用根據
資本化發行所
發行之股份的
概約百分比

第一批授出 2,722,986 0.271% 48.1%
第二批授出（第一輪） 273,612 0.027% 4.8%
第二批授出（第二輪） 158,567 0.016% 2.8%

2016年 6月授出
 參與者

 本公司董事
 •楊先生，執行董事 194,556 0.019% 3.4%
 •黎先生，執行董事 134,241 0.013% 2.4%

 其他參與者 1,752,685 0.175% 30.9%
   

 總計 2,081,482 0.207% 36.7%
   

總計 5,236,647 0.521% 92.4%
   

其餘根據資本化發行所發行之股份（佔根據資本化發行所發行之股份約 7.6%）將可用
於本公司視為合適時向合資格參與該計劃之人才（包括新加盟或晉升之人才）進一步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於本公告日期，該計劃有 347名參與者（參與者之名單載列於本公告的附錄內）。

承董事會命
香港寬頻有限公司

主席
Bradley Jay HORWITZ

香港，2016年 6月 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主光先生 Bradley Jay HORWITZ先生（主席）
黎汝傑先生 周鏡華先生

羅義坤先生，SBS, JP
非執行董事
Deborah Keiko ORIDA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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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以下為該計劃之參與者名單（附註）：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區家輝 高級主任－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區銘勵 高級主任－銷售支援（企業方案）
歐碧欣 實習生－「未來科技領袖」發展計劃
區蕙明 主任－營運（住宅服務）
區永康 高級主任－品質管理
歐陽婉薇 高級經理－採購
陳寶珍 經理－行政及企業社會投資
陳子龍 高級經理－技術服務
陳掌政 主任－市務
陳振隆 助理經理
陳振宇 助理總監－人才管理及組織發展
陳訓禧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陳鳳儀 行政秘書
陳曉婷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陳加傑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陳嘉欣 實習生－「未來科技領袖」發展計劃
陳啟鋒 經理－財務
陳金群 程式分析員
陳強 高級經理
陳建新 高級工程師
陳國輝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陳國華 工程師
陳力行 工程師（企業方案）
陳磊 高級工程師
陳文傑 方案諮詢顧問
陳文偉 高級網絡工程師
陳保偉 高級技術顧問
陳沛禮 工程師
陳佩賢 高級經理－市務
陳思韻 高級內部審計員
陳承杰 經理－資訊科技
陳少鋒 助理經理－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陳弟 助理總監－銷售（企業方案）
陳廸深 工程師
陳偉康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陳偉雄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陳威添 工程師
陳榮健 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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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續）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陳詠詩 助理總監－客戶服務（住宅服務）
陳耀文 助理經理－網絡運作
陳婉芳 項目主任
鄭國豪 高級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鄭時昌 助理總監－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陳蕾吉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陳小青 主任－系統支援
鄭頌雯 助理公司秘書
鄭潔恩 助理總監－企業及數碼傳訊
鄭寧達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鄭小美 高級繪圖員
鄭瑞華 高級經理－中國業務（企業方案）
鄭偉強 高級工程師
鄭永佳 經理－網絡運作
張志明 經理
張誦詩 經理－市務
張曉倫 系統分析員
張浩楎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張康禮 高級主任－業務流程管理
張家豪 經理－財務
張文輝 經理－戶外工程及樓宇磡察
張美儀 主任－銷售支援（企業方案）
張少芬 助理經理－銷售支援（企業方案）
張子偉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張耀龍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張育新 工程師
趙藺恆 高級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曹嘉慧 高級主任－人才發展
蔡啟銘 實習生－「未來科技領袖」發展計劃
蔡國強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蔡秀鑾 經理－數碼傳訊
蔡子堅 助理經理－網絡規劃
鄭潘行端 市務總裁
周凱欣 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周加恩 助理會計
周嘉宜 實習生－「未來科技領袖」發展計劃
周德賢 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蔡栢年 程式分析員
蔡小鳳 項目主任
朱智聰 高級經理－網絡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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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續）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朱健樑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朱敬信 高級經理－市務策略
朱立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
朱沛豪 助理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朱淑宜 總經理－業務監控及內部審計
朱婷婷 主任－營運（住宅服務）
全慧芬 高級主任－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鍾豪偉 助理分組經理－客戶體驗及項目管理（住宅服務）
鍾蕾娜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丁晗 高級主任－組織發展
英達衡 助理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范淑儀 助理總監－客戶關顧及支援
霍關華 工程師
霍偉良 助理總監－資訊科技
傅耿正 工程師
馮嘉昌 財務分析員（企業方案）
馮思銘 高級工程師
馮維玉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馮潤安 助理經理－市務
侯迪良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何贊輝 資訊科技總裁
何震 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何俊傑 高級主任－客戶關顧
何衍樺 程式分析員
何顯威 工程師
何國基 經理－產品拓展及管理
何美嬌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何思遠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何偉文 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何妍璁 業務流程分析員
孔健發 經理－國際業務（企業方案）
丘錦翎 經理－市務傳訊
許亮堅 總監－客戶關係及零售（住宅服務）
許思敏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許英達 主任－技術支援
許先耀 經理－業務拓展
洪家文 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洪京輝 經理
葉志全 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 7 –

附錄（續）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葉淑嫻 總監－價格、銷售及國際業務（企業方案）
詹張高 執行副總裁－銷售及國際業務（企業方案）
甘榮潔 經理－人才發展
簡永章 高級工程師
高靜欣 助理總監－銷售（企業方案）
高頌珊 經理－智能樓宇網絡拓展
江芷慧 助理總監－品質管理
關進昇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關頌樑 主任－應用支援
關家祐 高級經理－網絡設計及建設
郭富成 實習生－「未來科技領袖」發展計劃
郭偉健 經理－資訊科技
江國強 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黎志豪 高級系統分析員
黎錦威 工程師
黎家和 經理－市務傳訊
黎汝傑 人才及財務總裁
黎耀基 工程師
黎苑雯 經理－市務
林志恒 經理－業務分析（企業方案）
林嘉玲 總監－數碼營運
林佩碧 系統分析員
林肇琪 助理總監－市務
林偉俊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劉珈鋮 程式分析員
劉建華 助理總監－客戶關係及零售（住宅服務）
劉謀真 經理－網絡設計
劉美燕 人才關顧及企業社會投資主管
劉寶珠 主任－市務
劉綺寧 總經理－客戶服務
劉燕萍 行政秘書
劉婉貞 客戶服務主任
羅子健 高級工程師
羅嘉豪 高級工程師
羅綺妮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羅潤霞 主任－採購
李俊浩 高級分析員－價格及話務規劃（企業方案）
李俊賢 高級工程師
李松坡 助理總監－銷售（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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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續）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李鳳芝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李世廷 工程師
李瑞康 工程師
李兆銘 助理經理－網絡運作
李宛琳 經理－市務
梁敏詩 主任－帳務管理
梁澤森 高級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梁志恒 高級工程師
梁志豪 助理經理－財務
梁志偉 助理經理－採購
梁志威 高級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梁曉峯 工程師
梁家俊 主任－市務
梁嘉茵 業務分析員
梁家儀 高級分組經理－營運支援（住宅服務）
梁景超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梁碧麗 助理總經理－中國業務（企業方案）
梁兆基 高級系統分析員
梁達健 高級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梁惠珍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
梁偉康 高級主任－營運（住宅服務）
梁緯綸 高級工程師
李智麟 經理－數碼營運
李鳳群 行政秘書
李家裕 助理總監－客戶拓展（住宅服務）
李樂 高級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李文聰 經理－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李民康 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李銘浩 經理－市務
李慧貞 助理經理－市務
李潤龍 高級經理－市務
練雅姿 主任－業務支援
廖志輝 高級經理
廖俊豪 經理－電話銷售（住宅服務）
廖仲華 高級經理－企業及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廖國熙 項目組長
廖偉思 高級分區服務經理
盧家聰 高級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盧鍵鋒 助理經理－財務
劉秩芬 行政秘書（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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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續）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老文諾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雷志宏 助理總監－資訊科技
馬長騰 助理經理－電話銷售（企業方案）
馬宗揚 高級工程師
馬君漢 助理會計
麥耀文 高級工程師
麥駿弘 科技總裁
梅偉明 經理－銷售（住宅服務）
莫家祺 主任－市務
莫艷英 高級主任
蒙偉健 經理－電話銷售（住宅服務）
吳志豪 總監－客戶拓展
吳啟華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吳劍鴻 總監－網絡服務
吳國基 經理－銷售（住宅服務）
伍麗琼 高級經理－數碼營運
吳文龍 經理－銷售（住宅服務）
吳文彪 高級工程師
顏昭焯 高級經理－網絡規劃及商務
柯旭嘉 高級主任－數碼營運
彭淑嫻 助理經理－業務流程管理
彭兆威 高級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潘希華 總監－業務支援
岑建堂 經理－國際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石子迪 高級工程師
單道和 助理經理－客戶服務
邵翠珊 高級經理－市務
蕭容燕 助理總監－市務
岑栢健 經理－網絡運作
單浩南 高級主任－軟件品質保證
施純偉 實習生－「未來科技領袖」發展計劃
施碧琪 助理經理－數碼傳訊
戴宇璟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譚文珊 經理－審計
譚安美 法律及規管事務主管
譚秉信 助理經理－市務
譚淑陵 高級工程師
譚少怡 行政秘書
譚兆潤 經理－資訊科技系統運作
譚士恩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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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續）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陳世杰 助理經理－投資者關顧及企業財務
鄧志彪 高級工程師
鄧建東 助理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鄧煒庭 高級工程師
丁國洪 助理經理
丁敏善 助理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杜淑暉 助理經理－市務
屠華中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唐穎儀 經理－業務流程管理
曾嘉寶 實習生－「未來科技領袖」發展計劃
曾廣賢 程式分析員
曾文韜 高級工程師
曾達康 系統分析員
曾梓銘 高級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謝麗萍 經理－合約管理（企業方案）
蔡金鳳 企業客戶主管（企業方案）
董寄樂 助理總經理－價格及話務規劃（企業方案）
董偉成 經理－電話銷售（住宅服務）
華嘉偉 助理經理－市務策略
尹志遠 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屈駿文 總監－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王卓婷 高級系統分析員
黃志雄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黃智業 系統專員
黃青夏 高級主任－人才管理
黃松林 經理－樓宇網絡拓展
黃慶芬 工程師
黃浩斌 分店經理（住宅服務）
黃嘉錡 助理總監－業務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黃傑恆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黃桂嬋 高級主任－網絡運作
王國堅 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黃光明 工程師
黃文厚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黃敏平 助理總監－銷售（企業方案）
黃藹怡 主任－帳務管理
王柏強 高級工程師
王伯年 經理－產品拓展及管理
王佩儀 經理－國際運營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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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續）

香港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王守毅 高級主任－項目及程式
黃兆佳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黃德誠 高級系統分析員
王德勝 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王偉基 程式分析員
黃慰祺 技術支援主任
黃偉成 工程師
胡慧妍 助理經理－業務拓展（企業方案）
邱楚騫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丘嘉明 助理總監－語音科技發展
游國明 網絡保安專員
邱子恩 總經理－市務
楊志豪 助理總監－網絡運作
楊主光 行政總裁
楊嘉霖 助理經理－銷售（企業方案）
楊劍平 總經理－資訊科技
楊國宗 高級工程師
楊廣翔 高級經理－國際業務（企業方案）
楊敏聰 經理－應用技術發展
楊德華 商務總裁－企業方案
楊惠謙 工程師
楊媛媛 經理－國際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嚴仲凱 經理－產品拓展及管理
葉家偉 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服務）
葉遠威 工程師
姚掌龍 高級主任－營運（企業方案）
余樂源 高級工程師
庚潤庭 助理經理
袁文聰 助理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袁美婷 主任－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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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續）

廣州辦事處：

人才姓名 職位
陳敏怡 經理－人才管理
陳敏儀 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陳曉妍 主任－品質管理
仇建明 經理－電話推廣（企業方案）
鄧其鏢 經理－人才管理及發展
關敏瑩 高級系統分析員
韓興毅 助理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黃炳勇 系統分析員
黃鳳玲 助理經理－電話推廣（企業方案）
黃俊杰 經理－電話推廣（企業方案）
賴穗欣 主任－業務分析
李倩姬 主任－人才及組織發展
李藝曉 高級主任－人才及組織發展
李勇明 高級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李志凱 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林崇科 程式分析員
林文輝 程式分析員
劉惠媚 主任－業務支持（企業方案）
劉學韜 系統分析員
劉燕芬 經理－財務及行政
劉韻菁 高級程式師
魯嘉豪 高級程式師
歐健聰 經理－資訊科技
區偉傑 程式分析員
丘思波 經理－資訊科技
宋東萍 高級主任－財務
蘇晉榮 系統分析員
唐暉 工程師
伍靜儀 高級主任－業務支持（企業方案）
肖麗 高級主任－業務支援（住宅服務）
徐鳳儀 經理－品質管理
楊曉 主任－品質管理
葉洁宜 高級主任－行政
袁艷蘭 高級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張健 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張雯青 系統分析員
張嫣紅 高級主任－人才管理
植美好 助理經理－電話推廣（企業方案）
鐘麗斯 助理分組經理（住宅服務）
鐘瑞雲 主任－人才及組織發展
朱俊傑 高級程式師

附註： 名單不包括 1名選擇保持匿名的參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