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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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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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有關根據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
計劃受託人認購股份之關連交易

茲提述(i)香港寬頻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29日的通函，內容有
關本公司於2019年9月4日所採納的共同持股計劃（「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該
通函」）；及(ii)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2月20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之計劃受託人（「計劃受託人」）就及代表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的參與者向TPG 
Wireman, L.P.及Twin Holding Ltd認購股份的關連交易以及相關的解除部分禁售。

根據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的股份認購事項

計劃受託人就及代表共同持股計劃 I I I  P l u s首個邀請期的參與者完成認購
20,842,853股本公司股份（「股份」）（「2020年首批認購」）。

2020年首批認購涉及的相關股份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1.589%。根
據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將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可涉及新股
份最高總數為39,347,980股股份（即於批准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的股東大會當日已
發行股份的3%（可因資本架構重組而予以調整））（「計劃授權限額」）。

計劃受託人按每股股份平均14.15港元認購了構成2020年首批認購的股份。

於本公告日期，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項下有790名參與者（參與者名單列示本公告
的附錄）。

於本公告日期，除楊主光先生（「楊先生」）、黎汝傑先生（「黎先生」）、楊德華先
生、黃宇傑先生、劉燕芬女士及陳詠詩女士之外，概無2020年首批認購的參與者
為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
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誠如該通函所述，本公司執行董事楊先生及黎先生將向香港寬頻人才CSI基金
（「慈善基金」）捐贈股份，以支持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的企業社會投資元素。楊先
生及黎先生各於2020年2月27日向慈善基金捐贈2,0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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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2020年首批認購之理由及裨益

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通過允許合資格人才根據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的條款認購本
公司股份及收取獎勵股份，使其參與者與本公司的利益更為一致。共同持股計劃
III Plus激勵合資格人才努力達致本公司的長期增長。此外，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
的企業社會投資元素推進本公司在香港及其他地方創造正面社會影響的承諾，並
能讓合資格人才參與各類企業社會投資項目。

2020年首批認購構成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參與者的投資，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認為本公司將從合資格人才為本公司的發展提供大力支持而帶來的長期價值
增長中受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2020年首批認購的條款屬一般商業條款、公平合
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2020年首批認購概覽

2020年首批認購
已認購

股份數目

於本公告
日期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已動用計劃
授權限額下

所認購股份的
概約百分比

本公司董事
• 執行董事楊先生 848,002 0.065% 2.155%
• 執行董事黎先生 556,007 0.042% 1.413%
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董事 1,227,976 0.094% 3.121%
其他參與者 18,210,868 1.388% 46.282%

共計 20,842,853 1.589% 5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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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授權限額下剩餘可動用的股份（佔計劃授權限額約47.029%）可根據共同持股
計劃III Plus的計劃規則（「計劃規則」）予以動用以於下一個邀請期進一步認購股
份。

董事會日後可決議根據計劃規則的條款就2020年首批認購下所認購的股份授出受
限制股份單位。

承董事會命
香港寬頻有限公司

主席
Bradley Jay HORWITZ

香港，2020年2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楊主光先生
黎汝傑先生

非執行董事
Deborah Keiko ORIDA女士
Zubin Jamshed IRANI先生
江德銓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Bradley Jay HORWITZ先生（主席）
周鏡華先生
羅義坤先生，SBS，JP

中英文版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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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以下為共同持股計劃III Plus參與者的名單：

人才姓名 職位

區家輝 高級主任－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區可宜 經理－業務(JOS)
區少芳 高級經理－銷售(JOS)
歐偉立 經理－顧問(JOS)
區蕙明 高級主任－營運（住宅方案）
歐陽明 經理－技術顧問(JOS)
歐陽玉嫻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歐陽婉薇 高級經理－採購
蔡敏 高級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企業方案）
蔡宗榮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查國忠 經理－服務(JOS)
翟成輝 程式分析員（企業方案）
陳寶珍 高級經理－行政及企業社會投資
陳子龍 助理總監－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陳昌東 高級主任－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陳志恒 網絡專員（企業方案）
陳志傑 高級客戶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陳智樂 經理－售前及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陳志遠 高級工程師
陳靜意 行政助理－雲端方案（企業方案）
陳振隆 助理經理－網絡設計及建設
陳振昇 助理經理－市務
陳俊榮 高級工程師
陳振宇 人才與使命總裁
陳國健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企業方案）
陳訓禧 經理－商業服務提供業務（企業方案）
陳鳳儀 行政秘書
陳孝宗 經理－企業財務(JOS)
陳曉婷 高級經理－商業及零售（企業方案）
陳加傑 高級經理－零售及戰略性項目（企業方案）
陳家榮 助理總監－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陳嘉欣 助理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陳嘉賢 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人才姓名 職位

陳錦龍 高級經理－網絡拓展（企業方案）
陳健邦 高級主任－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陳建新 高級工程師
陳傑偉 助理經理－網絡拓展（企業方案）
陳江峯 高級顧問(JOS)
陳國寶 高級系統分析員（企業方案）
陳國華 工程師
陳立德 高級經理－銷售(JOS)
陳力行 高級主任－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陳磊 高級工程師
陳文虎 經理－技術顧問(JOS)
陳文偉 助理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陳梅鳳 助理經理－財務(JOS)
陳凱宜 高級經理－業務發展及合夥關係
陳鵬威 工程師
陳保偉 方案經理（企業方案）
陳本亮 經理－區域技術管理（企業方案）
陳佩珊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陳沛威 高級方案及項目主任（企業方案）
陳佩瑩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陳承傑 經理－業務支援系統
陳少鋒 助理經理－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陳紹樑 項目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陳瑞瓊 助理組長－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陳德威 助理總監－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陳達燊 雲端方案推廣專員（企業方案）
陳迪深 助理經理－網絡設計及建設
陳子峯 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陳維柱 助理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陳偉康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陳偉雄 助理經理－渠道銷售（企業方案）
陳偉明 經理－項目(JOS)
陳維明 助理經理－項目策略（企業方案）
陳偉德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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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陳榮健 高級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陳穎琳 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陳詠詩 客戶關顧主管（住宅方案）
陳永泰 董事總經理－中國區(JOS)
陳穎儀 策略總裁
陳欣琳 主任－質量提昇
陳日輝 高級技術顧問(JOS)
陳綺薇 助理首席顧問(JOS)
陳奕全 主管－商業銷售(JOS)
陳汝良 助理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陳婉儷 雲端方案專員（企業方案）
陳月娥 主任－質量提昇
陳旭輝 高級經理－技術顧問(JOS)
陳玉娟 高級經理－人才管理
章能華 助理經理－資訊科技（企業方案）
鄭時昌 總監－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周澤沅 高級工程師
周希舜 助理經理－顧問(JOS)
周紫彤 顧問(JOS)
周依萍 總監－企業銷售及戰略夥伴關係（企業方案）
鄭一明 主管－營運管理及文具用品(JOS)
陳志偉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陳嘉敏 主任－人才管理
陳見清 高級主任－法務
陳蕾吉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陳敏儀 分組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陳順東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陳永佳 高級客戶服務督導（住宅方案）
陳玉清 經理－客戶服務（企業方案）
鄭頌雯 助理公司秘書
鄭雨皓 高級工程師
鄭潔恩 總監－集團企業傳訊及市務傳訊

 （企業方案及JOS）
鄭國強 助理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鄭寧達 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鄭琛 高級經理－技術支援服務（企業方案）
鄭偉強 經理－網絡運作
鄭慧珊 高級主任－人才管理
鄭永佳 經理－網絡運作
鄭詠儀 助理經理－市務
張卓峯 經理－項目(JOS)
張志明 經理－專貴客戶技術諮詢

人才姓名 職位

張俊傑 助理經理－技術顧問(JOS)
張俊文 高級工程師
張鑫 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張曉倫 系統分析員
張嘉偉 高級程式分析員（企業方案）
張嘉祐 項目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張嘉倩 高級工程師
張麗珍 助理經理－採購
張文輝 高級經理－網絡設計及建設
張文穎 高級經理－銷售(JOS)
張家耀 助理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張天和 高級顧問(JOS)
張偉民 經理－服務交付管理（企業方案）
張永鴻 經理－業務發展(JOS)
張錦安 經理－技術顧問(JOS)
張耀龍 高級客戶關係經理（企業方案）
張育新 助理經理－客戶網路供應（企業方案）
蔣麗萍 AWS雲端方案架構師（企業方案）
徐龍威 經理－物業網絡管理（企業方案）
詹國強 助理總監－科技網絡發展
錢俊偉 助理經理－倉庫管理（企業方案）
趙彩連 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趙曉怡 高級業務分析(JOS)
趙凱雄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邵嘉民 助理經理－服務(JOS)
曹得明 高級工程師
蔡國強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蔡承斌 經理－技術顧問(JOS)
蔡佻庭 高級經理－廣告方案（企業方案）
蔡子堅 助理經理－ 網絡規劃
莊耿隆 高級顧問(JOS)
周堅力 助理總監－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鄒振裕 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周思思 主管－業務發展, 數碼解決方案(JOS)
周德賢 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周偉健 高級經理－產品發展及管理
周偉光 助理總監－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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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蔡志榮 高級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蔡柏年 系統分析員
朱智聰 經理－網絡規劃
朱凱兒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朱學宇 經理－技術顧問(JOS)
朱建恒 助理經理－技術顧問(JOS)
朱健樑 總監－商業市場及中國業務（企業方案）
朱潔冰 助理經理－國際會議服務（企業方案）
朱君豪 程式分析員（企業方案）
朱敏玲 總監－技術方案及服務管理－中國區(JOS)
朱銘恩 高級經理－人才及組織發展
朱沛豪 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朱婷婷 高級主任－營運 （住宅方案）
朱英新 總監－市場－中國區(JOS)
全慧芬 高級主任－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徐正南 分店經理 （住宅方案）
徐景熙 高級經理－銷售(JOS)
徐子安 總經理－華南區(JOS)
徐穎豪 主任－營運（住宅方案）
崔日佳 高級技術顧問(JOS)
秦玉婷 高級主任－語音及話務管理（企業方案）
鍾向東 分析員－價格及話務管理（企業方案）
鍾豪偉 助理經理－客戶體驗管理 （住宅方案）
鍾漢傑 高級主任－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鍾麗霞 高級顧問(JOS)
鍾文興 高級經理－銷售(JOS)
鍾兆明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鍾霆釗 經理－網絡安全(JOS)
鍾子輝 經理－業務分析（企業方案）
鍾惠敏 主管－銷售－公共, 教育及醫療(JOS)
鐘耀強 高級經理－辦公室行政(JOS)
戴莉莉 高級主任－財務
鄧其鏢 助理總監－人才關顧
鄧智康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鄧卓和 高級客戶服務督導（住宅方案）
Justin
 Dionaldo

雲端方案推廣培訓生（企業方案）

段暉 電話推廣督導（住宅方案）

人才姓名 職位

英達衡 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花錦榮 助理總監－電子安全商務拓展（企業方案）
馮本立 助理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馮景思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馮倩敏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馮永明 高級經理－網絡營運
霍偉良 助理總監－資訊科技
方志強 助理經理－技術顧問(JOS)
方家源 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方美欣 主任－人才管理
方煒泰 助理首席顧問(JOS)
方慧妍 高級主任－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傅耿正 助理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馮卓謙 助理經理－技術顧問(JOS)
馮志華 經理－人才管理
馮嘉昌 助理經理－業務分析（企業方案）
馮嘉豪 助理經理－信息安全
馮敏康 助理財務總監
馮文聲 高級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馮思銘 助理經理－語音科技發展
馮德祥 助理總經理－銷售(JOS)
馮維玉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馮永明 經理－服務(JOS)
馮永達 經理－業務(JOS)
馮潤安 助理經理－品質管理（企業方案）
甘浚 服務培訓督導（住宅方案）
高穗紅 高級主任－行政
龔晶晶 助理銷售經理（企業方案）
關敏瑩 助理經理－數碼方案
關奕松 主任－行政
郭于藍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韓興毅 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韓宇華 主任－人才管理
何嘉琪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何克仔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何麗晶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何文鋒 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何俊傑 經理－客戶關顧及技術支援
何顯發 工程師
何衍樺 系統分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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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何家豪 經理－財務
何國基 高級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何廣禮 工程師（企業方案）
何偉銓 高級經理－顧問(JOS)
何偉文 高級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何妍璁 高級主任－業務分析
洪昌業 客戶服務督導（住宅方案）
孔健發 經理－國際業務（企業方案）
胡廣開 程式分析員
胡美娜 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胡斯琦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黃炳勇 助理經理－數碼方案
黃鳳玲 高級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黃慧群 助理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住宅方案）
黃慧雯 主任－人才管理
黃劍威 電話推廣督導（住宅方案）
黃潔華 高級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住宅方案）
黃俊傑 高級經理（企業方案）
黃泳珊 客戶服務督導（住宅方案）
許浩志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許亮堅 商務總裁－住宅方案
許德漢 經理－營運
許德華 高級經理－系統整合(JOS)
許尊傑 經理－客戶服務(JOS)
許偉文 助理總監－產品發展及管理
許英達 高級主任－系統支援
許先耀 數碼轉型總裁
孔慶存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洪家文 分組經理（住宅方案）
洪京輝 經理－信息安全
洪燕蓉 經理－市務
葉志良 營運項目經理（企業方案）
葉港兆 高級工程師
葉國強 主管－商業及策略聯盟(JOS)
葉淑嫻 優化服務方案主管（企業方案）
葉慧玲 經理－財務(JOS)
甘榮德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簡學鋒 助理經理－電子安全商務拓展（企業方案）
簡嘉健 高級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簡永章 助理經理－網絡運作
高靜欣 助理總監－系統整合及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人才姓名 職位

高頌珊 經理－智能樓宇網絡拓展
高勤 主管－技術服務(JOS)
江海賢 系統管理員
古洛敏 助理經理－市務
顧蓓敏 助理總監－尊貴企業客戶服務營運（企業方案）
龔文傑 高級顧問(JOS)
關賜明 工程師
關進昇 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關家樂 經理－財務（企業方案）
關家祐 助理總監－網絡拓展及運作
關文偉 高級經理－雲端方案架構（企業方案）
關德榮 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郭志強 經理－電腦營運（企業方案）
郭子勳 客戶經理（住宅方案）
郭嘉恩 助理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郭偉健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
郭榮曉 中國業務主管（企業方案）
郭詠俊 客戶經理－商業服務提供業務（企業方案）
郭宇楷 助理經理－語音科技發展
鄺家輝 經理－應用技術發展
江國強 高級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鄺紹基 助理首席顧問(JOS)
鄺子恩 經理－顧問(JOS)
鄺慧芬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黎志豪 經理－應用技術發展
黎志傑 經理－資訊科技（企業方案）
黎桂明 高級經理－業務分析及支援（企業方案）
賴文耀 經理－銷售(JOS)
黎汝傑 集團行政總裁
黎秀慧 經理－業務發展及合夥關係
黎適然 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黎韻華 系統分析員（企業方案）
黎以鵬 經理－資訊科技應用(JOS)
黎彥豪 雲端方案專員（企業方案）
黎宛璋 主任－人才及組織發展
林卓琪 助理經理－商業服務提供業務（企業方案）
林沚俊 高級顧問(JOS)
林志恒 高級經理－業務分析（企業方案）
林志為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林國詩 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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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林津瑜 雲端方案專員（企業方案）
林嘉健 經理－售前及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林嘉玲 總監－業務發展及合夥關係
林國棟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林國威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林靄瑤 高級客戶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林佩碧 項目管理專員
林德明 經理－資訊科技（企業方案）
林子康 經理－技術顧問(JOS)
林偉俊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林偉明 高級工程師
林惠成 經理－技術顧問(JOS)
林逸衡 項目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林月玲 總監－商業方案（企業方案）
劉俊明 主任－財務（企業方案）
劉凱舒 高級顧問(JOS)
劉嘉渝 助理經理－財務
劉建華 助理總監－客戶關係及零售（住宅方案）
劉謀真 高級經理－網絡設計
劉雅儀 主任－人才管理
劉子誠 經理－技術顧問(JOS)
柳偉康 高級經理－銷售(JOS)
劉偉傑 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劉宏峯 高級工程師
樓永強 商務總裁－雲端方案（企業方案）
劉綺寧 助理總監－客戶服務及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劉燕萍 行政秘書
羅秉良 高級經理－商業方案（企業方案）
羅子健 高級工程師
羅子華 分組經理（住宅方案）
羅鈞澤 經理－項目(JOS)
羅國斌 助理總經理－銷售(JOS)
羅廣健 助理經理－區域技術工程（企業方案）
羅鼎智 經理－語音科技發展
羅永康 經理－客戶服務(JOS)
陳寶瑩 營運總裁－營運（企業方案）
李本禮 高級經理－銷售(JOS)
李志明 助理總監－ 技術諮詢及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人才姓名 職位

李菁菁 助理組長－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李俊浩 主任－價格及話務管理（企業方案）
李俊賢 助理經理－網絡運作
李春源 經理－網絡拓展（企業方案）
李松坡 總監－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李寬信 高級主任－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李鳳芝 高級客戶關係經理（企業方案）
李嘉俊 經理－技術顧問(JOS)
李家倩 高級主任－項目行政（企業方案）
李嘉俊 高級經理－系統整合（企業方案）
李劍鳴 高級工程師
李景鈿 經理－產品拓展（企業方案）
李國棟 助理經理－物業網絡管理（企業方案）
利妙芬 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李務志 經理－技術顧問(JOS)
李秀美 經理－銷售(JOS)
李雪慧 助理總監－企業傳訊（企業方案）
李淑燕 高級顧問－產品(JOS)
利士揚 助理經理－語音科技發展
李小燕 總經理－銷售(JOS)
李梓堈 雲端方案專員（企業方案）
李華輝 助理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李慧蘭 主任－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李允成 高級經理－顧問(JOS)
李耀華 經理－技術顧問（企業方案）
雷昭敏 助理分組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Malcolm 
 Leong

助理總監－法務

梁敏詩 助理經理－帳務管理
梁澤森 高級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梁秋美 高級雲端單務處理文員（企業方案）
梁志強 高級經理－商業服務提供業務（企業方案）
梁志聰 高級技術顧問(JOS)
梁志恒 高級工程師
梁志豪 助理經理－財務（企業方案）
梁志明 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梁志偉 經理－顧問(JOS)
梁志偉 經理－採購
梁志威 高級經理－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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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梁智榮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梁釗信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梁振榮 系統分析員（企業方案）
梁仲康 高級經理－產品(JOS)
梁協進 助理經理－流動業務（企業方案）
梁曉峯 高級工程師
梁可欣 經理－人才管理
梁展鵬 助理首席顧問(JOS)
梁家泰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梁家偉 主管－資訊科技服務(JOS)
梁家仁 營運總裁－雲端方案（企業方案）
梁啟宗 高級經理－商業及零售（企業方案）
梁家儀 經理－客戶體驗管理 （住宅方案）
梁劍輝 助理首席顧問(JOS)
梁健基 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梁幗英 高級經理－雲端服務營運（企業方案）
梁民波 助理經理－項目(JOS)
梁慕儀 高級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梁雁容 助理經理－人才及組織發展
梁碧麗 總監－中國業務（企業方案）
梁寶中 高級經理－商業及零售（企業方案）
梁沛玲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梁少歡 高級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梁兆基 助理經理－應用技術發展
梁華興 高級經理－專業服務(JOS)
梁慧檉 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梁惠珍 助理總監－資訊科技
梁偉康 助理經理－營運（企業方案）
梁緯綸 經理－語音科技發展
梁永豪 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梁詠琴 助理經理－財務（企業方案）
梁詠詩 主任－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梁遠華 高級工程師
黎昌偉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李智麟 經理－數碼營運（企業方案）
李迪生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李鳳群 高級主任－業務及項目支援
李海康 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人才姓名 職位

李錦玲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李家裕 助理總監－市務
李麗雯 主管－網絡及電話(JOS)
李洛文 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李樂 經理－客戶關係及零售（住宅方案）
李文聰 高級經理－客戶及技術服務（企業方案）
李民康 助理總監－方案諮詢及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李銘浩 高級經理－市務（企業方案）
李倩姬 主任－人才及組織發展
李善恒 助理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企業方案）
李少娟 高級會計員(JOS)
李慧貞 助理經理－市務
李偉誠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李衛敏 助理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李友忠 助理科技總裁及資訊科技保安總裁
李藝曉 助理經理－行政
李勇明 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李宇澄 助理銷售經理（企業方案）
李潤龍 助理總監－市務（企業方案）
李志凱 分組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練思韻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練玉娜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梁慧雅 助理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梁建貞 高級程式員
梁麗琴 高級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梁尚琦 高級電話銷售推廣督導（住宅方案）
梁小雲 高級客戶服務督導（住宅方案）
梁旭升 客戶體驗管理督導（住宅方案）
廖蔚斌 助理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林添強 經理－服務(JOS)
林崇科 系統分析員
連冠燊 助理經理－數據中心(JOS)
練雅姿 助理經理－技術服務支援（企業方案）
林文輝 系統分析員
連艷雯 助理經理－ 財務
廖俊豪 經理－電話銷售（住宅方案）
廖仲華 高級經理－項目策略（企業方案）
劉德文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劉惠媚 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廖坤雄 工程師（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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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廖國熙 助理經理－項目管理
廖壽華 高級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廖盛佳 助理經理－技術顧問(JOS)
廖偉思 助理總監－物聯網（企業方案）
劉燕芬 高級經理－財務及法務
羅志成 高級工程師
盧志榮 助理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盧家聰 經理－技術服務
羅麗青 高級顧問(JOS)
盧沛椿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盧淑儀 經理－市場(JOS)
羅詠詩 經理－國際業務（企業方案）
駱滔廉 經理－商業方案（企業方案）
劉秩芬 行政秘書（企業方案）
黎靜文 主任－人才管理
魯嘉豪 系統分析員
呂清俠 助理銷售經理（企業方案）
陸智潔 主任－人才及組織發展
雷志宏 總監－資訊科技
呂翠裕 高級客戶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呂培儉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呂成凱 經理－服務(JOS)
雷芷卉 經理－市務
陸敏茵 高級主任－組織發展
陸延達 主任－財務（企業方案）
羅裕明 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馬長騰 高級分區經理（企業方案）
馬志卿 經理－市場(JOS)
馬志華　 經理－技術顧問(JOS)
馬凱琳 助理經理－審計及風險
馬學揚 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馬世揚 高級經理－銷售(JOS)
麥浩璋 分組經理（住宅方案）
麥錦強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麥翠瓊 高級經理－戰略夥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麥允明 高級系統工程師
文嘉樂 助理首席顧問(JOS)
文錦清 經理－國際會議服務（企業方案）
文少聰 高級經理－電子安全設計（企業方案）
文耀雄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梅偉明 助理總監－中國業務（企業方案）
明子健 經理－顧問(JOS)
武鈞亮 高級經理－電子安全中心營運（企業方案）

人才姓名 職位

莫普迪 助理銷售經理（企業方案）
莫家祺 助理經理－市務
莫國榮 助理總監－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莫麗華 行政秘書(JOS)
莫立威 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蒙偉健 高級經理－電話銷售（住宅方案）
吳志豪 商務總裁－商業市場及中國業務（企業方案）
伍志江 高級工程師
吳志明 高級經理－零售及戰略性項目（企業方案）
伍川石 高級工程師
伍浩汶 副主管－澳門區(JOS)
吳啟華 助理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吳國基 高級經理－流動服務銷售（住宅方案）
吳國賢 經理－AWS雲端方案架構（企業方案）
伍麗瓊 助理總監－市務
吳文龍 高級經理－銷售（住宅方案）
吳文彪 助理經理－網絡運作
伍美鳳 助理經理－市務
吳靄坤 高級程式員
吳柏基 高級主任－市務（企業方案）
吳炳輝 經理－服務(JOS)
吳姍姍 經理－業務(JOS)
吳雪賢 經理－質量提昇
伍程沛 組長－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吳榮輝 經理－資訊科技
倪智恒 高級主任－質量提昇
魏志恆 項目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柯國斌 高級經理－銷售(JOS)
歐健聰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
區建全 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潘迪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潘香琪 高級分組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彭嘉頤 高級經理－銷售(JOS)
彭鍵樺 高級顧問(JOS)
彭淑嫻 經理－業務流程管理
彭兆威 助理總監－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彭思欣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JOS)
鮑蕙敏 高級經理－商業方案（企業方案）
布詠欣 市務培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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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潘嘉俊 項目經理－雲端方案（企業方案）
潘美玲 主管－策略客戶銷售(JOS)
潘明俊 客戶體驗經理
潘碧盈 商務總裁私人助理－雲端方案（企業方案）
潘英明 經理－服務(JOS)
潘駿文 高級主任－財務（企業方案）
仇建明 高級經理（企業方案）
丘靜娜 主任－行政
丘思波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
辛少榮 首席架構師(JOS)
施敏莉 高級業務分析主任（企業方案）
石子迪 經理－網絡設計
施國豪 經理－資訊科技
單道和 助理經理－客戶服務（企業方案）
邵翠珊 助理總監－客戶關係及零售（住宅方案）
蕭容燕 市務總裁－住宅方案
岑嘉儀 助理總監－ 業務流程管理及技術服務
岑偉源 高級經理－售前及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冼家舜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冼文權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冼偉堅 經理－財務(JOS)
蕭志忠 經理－技術顧問(JOS)
蕭光耀 高級顧問(JOS)
蕭永強 經理－服務(JOS)
蘇卓然 高級經理－網絡運作
蘇富祥 高級顧問(JOS)
蘇柏樺 高級經理－銷售(JOS)
蘇詠菁 經理－專業服務(JOS)
蘇玉峰 項目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宋東萍 高級主任－財務
蘇麗彩 分組經理－服務培訓（住宅方案）
孫嘉崙 經理－技術顧問(JOS)
孫長基　 高級技術顧問(JOS)
宋展威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施純偉 經理－資訊科技
施俊傑 助理經理－流動業務（企業方案）
施松峰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施家雄 高級經理－技術諮詢及特別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司徒觀惠 助理經理－培訓與發展(JOS)
戴琪 高級經理－銷售(JOS)
戴宇璟 客戶關係經理（企業方案）

人才姓名 職位

譚文珊 審計及風險主管
譚柏興 項目經理（JOS）
譚樹全 程式分析員
譚淑陵 助理經理－網絡運作
譚兆潤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系統運作
譚淑芬 經理－品質管理（企業方案）
譚思傑 經理－項目(JOS)
譚華英 助理經理－服務(JOS)
譚碧姍 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譚春燕 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住宅方案）
陳國萍 法務總裁
鄧民忠 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陳世傑 高級經理－業務計劃（企業方案）
陳朝文 創新總裁
譚志勇 客戶服務督導（企業方案）
鄧志彪 助理經理－網絡設計及建設
鄧志豪 助理經理－數碼
鄧曉斌 高級業務分析主任（企業方案）
鄧建東 高級地區服務網絡顧問
鄧雅蔚 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鄧寶群 產品經理（企業方案）
鄧兆光 高級工程師
鄧淑群 高級經理－產品(JOS)
鄧宏舜 助理總監－信息安全
陶嘉傑 高級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陶曉鵬 高級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丁敏善 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丁文華 總經理－銷售(JOS)
杜俊鋒 雲端方案架構培訓生（企業方案）
杜文輝 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杜淑暉 助理經理－市務（企業方案）
杜德紹 高級經理－銷售行政(JOS)
屠華中 助理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唐穎儀 高級經理－業務流程管理（企業方案）
曾昭明　 經理－技術顧問(JOS)
曾國邦 系統分析員
曾國衡 助理總監－雲端安全（企業方案）
曾文韜 高級工程師
曾明明 助理經理－企業傳訊
曾紹雄 高級工程師
曾國明 高級程式分析員（企業方案）
曾梓銘 助理總監－零售及戰略性項目（企業方案）
曾允洵 主管－市場(JOS)
曾煒霖 助理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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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謝志超 助理經理－服務(JOS)
謝俊華 高級經理－技術顧問(JOS)
謝家華 經理－顧問(JOS)
謝可怡 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謝柏霑 經理－技術顧問(JOS)
謝佩筠 主任－財務（企業方案）
謝紹基 高級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謝欣岐 助理首席顧問(JOS)
謝月華 助理經理－服務(JOS)
曹子龍 主任－技術支援
蔡浩然 工程師
蔡金鳳 助理總監－系統整合（企業方案）
徐清心 行政秘書(JOS)
徐國豪 助理總監－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徐亦琪 高級主任－人才管理
徐耀宗 主任－技術顧問（企業方案）
董凱欣 高級顧問(JOS)
董寄樂 助理總監－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華嘉偉 經理－業務分析及市務
溫耀華 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王坤 客戶體驗管理督導（住宅方案）
王暖姬 助理分組經理－客戶體驗管理（住宅方案）
王肖容 客戶服務督導（住宅方案）
王永祥 高級客戶服務督導（企業方案）
王梓祺 程式分析員
屈駿文 商務總裁－運營商及尊貴商業客戶（企業方案）
汪志偉 助理經理－技術顧問(JOS)
王卓婷 經理－業務支援系統
黃智恒 業務分析主任（企業方案）
黃志雄 項目經理－項目管理（企業方案）
黃志良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黃志聯 助理首席顧問(JOS)
黃震邦 工程師（企業方案）
黃頌康 經理－ 財務
黃中鍵 高級經理－項目管理辦公室(JOS)
黃松林 經理－樓宇網絡拓展
黃行明 經理- AWS雲端方案（企業方案）
黃克蓉 經理－業務及銷售支援（企業方案）
黃慶芬 工程師
黃灝章 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人才姓名 職位

黃浩銓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黃浩斌 高級分店經理 （住宅方案）
黃康怡 助理財務總監（企業方案）
王雄偉 助理經理－網絡拓展（企業方案）
黃家齊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黃嘉慧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黃錦輝 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黃錦雄 工程師
黃傑恆 經理－商業及零售（企業方案）
黃潔儀 助理總監－人才管理
黃桂嬋 經理－營運管理
王軍堡 安全管理員－信息安全
王國星 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黃光明 高級工程師
黃樂勤 助理經理－市務
黃樂珊 經理－企業社會投資
黃文厚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黃藹怡 主任－財務（企業方案）
王柏強 經理－網絡設計及建設
王伯年 經理－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王寶宏 高級顧問(JOS)
王佩儀 高級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黃秀容 助理經理－採購
黃小芬 高級主任－樓宇網絡拓展（企業方案）
黃兆佳 高級經理－零售及戰略性項目（企業方案）
黃兆麟 經理－流動業務（企業方案）
黃參乙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黃心悅 顧問(JOS)
黃德輝 經理－科技網絡發展
黃德誠 助理經理－應用技術發展
王德勝 助理總監－商業及零售（企業方案）
王華星 工程師
王偉忠 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黃慰祺 高級工程師
黃偉剛 高級經理－顧問(JOS)
黃偉亷 組長－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黃永昌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王詠詩 高級經理－人力資源(JOS)
王詠諭 助理經理－區域技術工程（企業方案）
黃燡旻 高級經理－銷售(JOS)
王譯陞 助理經理－產品拓展及管理（企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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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姓名 職位

黃宇傑 財務總裁及公司秘書
王婉君 助理經理－信息安全
黃婉萍 高級客戶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吳嘉寶 助理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胡國生 助理經理－技術顧問(JOS)
胡慧妍 經理－零售及戰略性項目（企業方案）
伍靜儀 高級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胡思傑 助理經理－信息安全
胡偉民 經理－流動業務（企業方案）
胡惠珊 雲端方案專員（企業方案）
吳偉彬 高級程式員
吳媛瓊 主任－財務
夏冬梅 高級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冼碧瑩 助理分組經理－服務質量管理（住宅方案）
肖麗 高級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住宅方案）
肖敏怡 主任－項目管理
蕭卓瑩 高級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徐鳳儀 經理－資訊科技（企業方案）
許潔琪 系統分析員
徐經煥 助理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任卓生 助理經理－網絡營運（企業方案）
楊明傑 技術主管
楊曉 分組經理－業務支援（企業方案）
丘嘉明 助理總監－語音科技發展
游國明 高級工程師（企業方案）
楊品賢 業務發展及合夥關係總裁
楊湛斌 高級技術顧問(JOS)
楊昌偉 經理－資訊科技（企業方案）
楊主光 執行副主席
楊漢豪 高級系統分析員（企業方案）
楊嘉霖 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楊劍平 總監－資訊科技（企業方案）
楊廣翔 助理總監－國際業務（企業方案）
楊敏聰 高級經理－資訊科技
楊德華 行政總裁－企業方案及JOS集團
楊達然 助理經理－方案諮詢（企業方案）
楊恬怡 總監－人才關顧－企業方案及JOS集團
楊永康 工程師
楊詠瑤 顧問(JOS)

人才姓名 職位

楊媛媛 高級經理－運營商業務（企業方案）
姚森 經理－顧問(JOS)
易嘉麒 主任－技術顧問（企業方案）
嚴偉浩 高級經理－市務
葉志輝 安全管理員－信息安全
葉家偉 高級經理－流動業務（企業方案）
葉嘉桓 方案經理（企業方案）
葉慧賢 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葉詠斌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銷售（企業方案）
葉遠威 高級工程師
姚掌龍 助理經理－零售及戰略性項目（企業方案）
餘彩君 客戶服務督導（企業方案）
余樂源 助理經理－網絡設計及建設
余偉斌 高級主任－系統支援
余穎茵 經理－市務（企業方案）
袁艷蘭 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余錦雄 經理－尊貴企業客戶（企業方案）
庾潤庭 高級工程師
阮敏 高級主任－產品管理（企業方案）
袁美婷 助理經理－人才管理
阮榮基 程式分析員（企業方案）
容志豪 高級主任－網絡規劃
翁鴻文 經理－網絡規劃及商務
曾聰 助理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曾麗華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曾韻嬋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張漢宇 客戶服務督導（企業方案）
張健 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張麗歡 客戶服務督導（企業方案）
張穗瑩 品質管理督導（企業方案）
張嫣紅 助理經理－人才管理
張祝 助理銷售經理（企業方案）
趙潔晶 主任－財務
招俊超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趙欣恩 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鄭敏超 高級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鄭佩瑩 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植美好 高級分組經理（企業方案）
鐘侃維 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鐘麗斯 高級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鍾瑞雲 助理經理－人才及組織發展
周嘉傑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朱愛玲 分組經理－客戶關係（住宅方案）
朱俊傑 程式分析員
朱倩婷 高級客戶經理（企業方案）
鄒斯亮 分組經理－客戶服務（住宅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