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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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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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舉行之
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董事之退任及委任
獨立監事之委任

職工代表監事之退任及委任
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及
授權代表變動

表決結果

載於臨時股東大會通知及補充通知之全部建議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以投票表
決方式分別通過。

董事之退任及委任

文會國先生及楊國琦先生已分別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自臨時股
東大會結束後生效；范 •德意先生已獲重選及委任為執行董事；馬杰先生、姚井
明先生、菲利普 •范希爾先生、熊向峰先生及鄭慧麗女士分別獲重選及委任為非
執行董事；魏偉峰博士、葉錫安博士、李平先生及李卓博士分別獲重選及委任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莊丹先生獲推選及委任為執行董事；及Pier Francesco Facchini

先生獲推選及委任為非執行董事，以組成第二屆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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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監事之委任

劉德明先生及李長愛女士各自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監事。

職工代表監事之退任及委任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的職工代表會議上，王瑞春先生自二零一七年
一月二十四日起獲推選及委任為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據此，江志康先生自二
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已退任其職工代表監事之職位。

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鑒於文會國先生退任，董事會已議決，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馬杰先生將於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取替文會國先生，出任董事會戰略委員會成員兼主
席。此外，董事會已議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平先生將自二零一七年一月
二十四日起取替魏偉峰博士，出任提名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兼主席；而非執行董
事兼董事會副主席菲利普‧范希爾先生已獲委任為董事會戰略委員會成員。

授權代表變動

文會國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退任董事一職，同時離任本公司授權
代表。執行董事莊丹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授
權代表（就上市規則第3.05條而言）。

茲提述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之
通函（「原通函」）及臨時股東大會通知，內容有關銷售框架協議及採購框架協議下
分別擬與普睿司曼集團及長飛上海進行的銷售及採購交易及相關建議年度上限，
以及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之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連同原通函
統稱「該等通函」）及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知，內容有關建議重選或推選及委任董
事、建議重選及委任獨立監事及建議在中國境內註冊及發行中短期債務融資工
具。除非另有註明外，於本公告內所用詞彙應與該等通函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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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列載於臨時股東大會通知之所提呈的第 1至4項的普通決議案
（有關與普睿司曼集團及長飛上海之銷售及採購交易以及相關建議年度上限）、所
提呈的第 5至18項的普通決議案（有關重選或推選及委任董事以及重選及委任獨
立監事）及所提呈的第19(a)及19(b)項的特別決議案（有關在中國境內註冊及發行中
短期債務融資工具）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以投票表決
方式通過。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682,114,598股（其中351,566,794股
為H股及330,547,804股為內資股）。

如原通函所述，本公司主要股東Draka及其聯繫人須就第1至4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
票。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Draka持有179,827,794股H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
約26.36%。Draka及其聯繫人已放棄於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因此，合共502,286,804

股股份賦予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就第1至4項普通決議案投贊成或
反對票。

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須於臨時股東大會就第 5至18項普通決議案及第 19(a)及
19(b)項特別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合共682,114,598股股份（即於臨時股東大會日
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其中 351,566,794股為H股及 330,547,804股為內資股）賦
予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就第5至18項普通決議案及第19(a)及19(b)項特別
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

除前述者外，如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
會並就該等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無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並就該等決議案僅投反對票。概無股東於該等通函表明意向於臨時股東大會就該
等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臨時股東大會之監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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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與普睿司曼集團及長飛上海之銷售及採購交易

1.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Prysmian S.p.A.與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的採購框架協議
（已被大會主席簡簽副本，並註有「A」以資識別）項
下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以及建議年度上限，並授
權及特此授權共同行事或以委員會行事之本公司
董事或任何單獨行事之本公司董事作出、簽署及
採取他╱她╱他們認為必要、恰當或適宜的一切行
動、文件及措施，以執行及╱或落實該等持續關連
交易的條款。」

351,231,526

(100.000%)

0

(0.000%)

179,827,794

2.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Prysmian S.p.A.與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的銷售框架協議
（已被大會主席簡簽副本，並註有「B」以資識別）項
下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以及建議年度上限，並授
權及特此授權共同行事或以委員會行事之本公司
董事或任何單獨行事之本公司董事作出、簽署及
採取他╱她╱他們認為必要、恰當或適宜的一切行
動、文件及措施，以執行及╱或落實該等持續關連
交易的條款。」

351,231,526

(100.000%)

0

(0.000%)

179,82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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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3.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長飛光纖光纜（上海）有
限公司與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
的採購框架協議（已被大會主席簡簽副本，並註有
「C」以資識別）項下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以及建議
年度上限，並授權及特此授權共同行事或以委員
會行事之本公司董事或任何單獨行事之本公司董
事作出、簽署及採取他╱她╱他們認為必要、恰當
或適宜的一切行動、文件及措施，以執行及╱或落
實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款。」

351,231,526

(100.000%)

0

(0.000%)

179,827,794

4. 「動議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長飛光纖光纜（上海）有
限公司與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
的銷售框架協議（已被大會主席簡簽副本，並註有
「D」以資識別）項下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以及建議
年度上限，並授權及特此授權共同行事或以委員
會行事之本公司董事或任何單獨行事之本公司董
事作出、簽署及採取他╱她╱他們認為必要、恰當
或適宜的一切行動、文件及措施，以執行及╱或落
實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款。」

351,231,526

(100.000%)

0

(0.000%)

179,82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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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重選或推選及委任董事

5.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范 •德意先生為本公司執行
董事並審議及批准范 •德意先生每年人民幣380,000

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27,714,572

(99.445%)

2,945,248

(0.555%)

0

6. 審議及批准推選及委任莊丹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
事並審議及批准莊丹先生每年人民幣380,000元（經
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29,794,033

(99.837%)

865,787

(0.163%)

0

7.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馬杰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並審議及批准馬杰先生每年人民幣380,000元
（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29,794,033

(99.837%)

865,787

(0.163%)

0

8.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姚井明先生為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姚井明先生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29,794,033

(99.837%)

865,787

(0.163%)

0

9.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菲利普 • 范希爾先生為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菲利普 • 范希爾先
生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
事袍金。

529,794,033

(99.837%)

865,787

(0.163%)

0

10. 審議及批准推選及委任Pier Francesco Facchini先生
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Pier Francesco 

Facchini先生每年人民幣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
項後）的董事袍金。

529,794,033

(99.837%)

865,787

(0.1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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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11.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熊向峰先生為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熊向峰先生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29,794,033

(99.837%)

865,787

(0.163%)

0

12.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鄭慧麗女士為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鄭慧麗女士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29,794,033

(99.837%)

865,787

(0.163%)

0

13.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魏偉峰博士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魏偉峰博士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23,325,398

(98.827%)

6,211,922

(1.173%)

1,122,500

14.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葉錫安博士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葉錫安博士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30,648,533

(99.998%)

11,287

(0.002%)

0

15.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李平先生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李平先生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30,648,533

(99.998%)

11,287

(0.002%)

0

16.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李卓博士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審議及批准李卓博士每年人民幣
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董事袍金。

530,648,533

(99.998%)

11,287

(0.0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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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重選及委任獨立監事

17.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劉德明先生為本公司獨立
監事並審議及批准劉德明先生每年人民幣150,000

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薪酬。

531,059,320

(100.000%)

0

(0.000%)

0

18. 審議及批准重選及委任李長愛女士為本公司獨立
監事並審議及批准李長愛女士每年人民幣150,000

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的薪酬。

531,059,320

(100.000%)

0

(0.000%)

0

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建議於中國境內註冊及發行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

19. 「動議：

(a) 個別批准下列關於建議在中國境內註冊及發行中
短期債務融資工具的各個項目，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之補充通函建議項目：

(i) 發行主體、發行規模及發行方式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ii) 債務融資工具的品種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iii) 債務融資工具的期限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iv) 債務融資工具的利率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v) 募集資金用途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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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vi) 發行價格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vii) 發行對象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viii) 債務融資工具上市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ix) 債務融資工具的償付保障措施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x) 決議有效期；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b)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並授權董事會進一
步授權就註冊及發行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獲董事
會授權的工作小組（「獲授權小組」），根據有關法律
法規的規定及監管機構的意見和建議，在臨時股
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框架和原則下，從維護本公司
最佳利益的原則出發，全權辦理註冊及發行中短
期債務融資工具的全部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529,266,020

(99.662%)

1,793,300

(0.3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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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一） 依據適用的法律、法規及監管機構的有關規
定和臨時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決議案，根據
本公司和相關債務市場的具體情況，制定
及調整註冊及發行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的
具體發行方案，包括但不限於確定及（或）修
訂每次實際發行的債務融資工具的品種、數
量、金額、發行價格、利率或其確定方式、
發行地點、發行時機、期限、是否分期發行
及發行期數、評級安排、發行時間、發行對
象、發行方式、募集資金的具體用途、承銷
安排、還本付息安排及相關信息披露等與發
行相關的一切事宜；

（二） 決定聘請中介機構，簽署、執行、修改、完
成與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註冊及發行相關
的所有協議和文件以及按相關法律法規及
本公司證券上市的交易所的上市規則進行
相關的信息披露（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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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三） 為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註冊及發行選擇並聘
請受託管理人、清算╱結算管理人，簽署受
託管理協定、清算╱結算管理協定（如適用）；

（四） 辦理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註冊及發行的一
切申請、報備及上市事項，包括但不限於根
據有關監管部門的要求簽署、製作、修改、
報送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註冊及發行、上市
的申請及報備材料，簽署相關申報文件及其
他法律文件（如適用）；

（五） 除涉及有關法律、法規及章程規定須由股東
大會重新表決的事項外，依據監管機構的意
見、政策變化，或市場條件變化，對與中短
期債務融資工具註冊及發行有關的事項進
行相應調整，或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繼續
進行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註冊及發行的全
部或部分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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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棄權

（六） 辦理與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註冊及發行有
關的其他相關事宜。

上述授權自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審議及批准註
冊及發行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之決議案之日起至
中短期債務融資工具發行的所有相關授權事宜辦
理完畢之日止。」

由於超過一半相關票數贊成第 1至18項決議案，此等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
通過。由於不少於三分之二相關票數贊成第19(a)及19(b)項決議案，此等決議案作
為特別決議案正式通過。棄權票（如有）並無計算在所需之大多數票內。

董事之退任及委任

謹此提述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之公告及有關建議重選或推選及委任董事
之補充通函。

董事會宣佈，文會國先生及楊國琦先生已分別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
事，自臨時股東大會結束後生效。彼等各自已確認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
有關其退任之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董事會欣然宣佈，(i)范 •德意先生已獲重選及委任為執行董事；(ii)馬杰先生、姚
井明先生、菲利普 •范希爾先生、熊向峰先生及鄭慧麗女士分別獲重選及委任為
非執行董事；(iii)魏偉峰博士、葉錫安博士、李平先生及李卓博士分別獲重選及委
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iv)莊丹先生獲推選及委任為執行董事；及 (v) Pier Francesco 

Facchini先生獲推選及委任為非執行董事，以組成第二屆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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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董事分別與本公司訂立的服務合約及章程第98條，第二屆董事會之全體董
事任期為三年，自臨時股東大會結束後生效，經重選及重新委任後可予重續。此
外，誠如服務合約所規定，莊丹先生及范 •德意先生各自有權就擔任執行董事收
取董事袍金每年人民幣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馬杰先生、姚井明先生、
菲利普 •范希爾先生、Pier Francesco Facchini先生、熊向峰先生及鄭慧麗女士各自
有權就擔任非執行董事收取董事袍金每年人民幣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
魏偉峰博士、葉錫安博士、李平先生及李卓博士各自有權就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收取董事袍金每年人民幣38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董事薪酬乃由提名及薪
酬委員會經參考可資比較公司所支付薪酬、董事投放的時間及責任及本集團的表
現而釐定，並於臨時股東大會獲得批准。

第二屆董事會成立後，董事會已推選非執行董事馬杰先生為董事會主席，以及非
執行董事菲利普 •范希爾先生為董事會副主席。董事會主席及副主席各自之任期
為三年，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生效，經重選後可予重續。

第二屆董事會董事之履歷載列如下：

執行董事

莊丹先生，46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起為本公司總經理，主要負責本公司的戰略
發展與規劃及日常管理。莊先生有逾18年光纖光纜業從業經驗。彼於一九九八年
三月加入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三月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任財務部經理助理（主要
負責財務管理），於二零零零年四月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任財務部經理（主要負責
財務管理及向本公司提供全面管理及戰略決策）及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任財務總監（主要負責監察整體財務及會計相關事宜）。莊先生於一九九
二年七月從武漢大學獲得審計專業學士學位，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從武漢大學獲得
會計專業碩士學位及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從中南財經大學獲得會計專業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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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從上海財經大學獲得工商管理博士後證書。莊先生現為湖北
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兼湖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
委員。彼獲中國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

於本公告日期，莊先生持有2,350,000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根據員工持股
計劃，每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對應一股內資股，因此，莊先生於 2,350,000

股內資股擁有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約0.34%。

范 •德意先生，56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為執行董事。彼亦為本公司第
一屆董事會的副董事長及提名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彼主要負責本公司投資策略及
業務發展的全面管理。彼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加入長飛董事會出任董事。
德意先生曾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加入Oman Cables Industry (SAOG)（馬斯喀特證券市
場上市公司（股份代號：OCAI））董事會，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一日出任董事會副主席。彼亦自二零一四年四月起擔任Randstad Holding N.V.（阿
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RAND））的監事會成員及審核委員會主
席。於二零一六年九月起，彼亦為Koole BV（荷蘭讚丹）（一間提供物流解決方案的
國際儲存公司）的審核委員會成員及主席。在此之前，德意先生於一九八六年加入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KPMG Accountant N.V.，並於一九九五年一月獲委任為合夥人。
彼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加入Van der Moolen Holding N.V.（一間荷蘭股權交易公司及紐
約證券交易所的特許證券商之一），擔任財務總監及執行董事會成員直至二零零
五年二月，主要負責整體財務事宜。彼於二零零五年三月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擔
任德拉克控股 (Draka Holding N.V.)財務總監及管理委員會成員，主要負責整體財務
事宜，而德拉克控股當時持有Draka全部股權，Draka則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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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升任德拉克控股首席執行官兼管理委員
會主席，主要負責整體財務事宜。德意先生亦於二零一一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二
月出任Prysmian S.p.A.戰略總監（主要負責企業發展事宜）兼董事。Prysmian S.p.A.間
接持有Draka全部股權（Draka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且為於米蘭證券交易所
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PRYMY）。德意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六年三月
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就讀，於一九八四年七月獲得經濟學與法學學士學位及商業經
濟學碩士學位，於一九八六年三月獲得稅法碩士學位及稅收經濟學碩士學位。彼
於一九八七年三月於荷蘭皇家註冊會計師協會註冊成為註冊會計師。

於本公告日期，德意先生於 500,000股H股擁有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7%。

非執行董事

馬杰先生，45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出任非執行董事。馬先生自二零
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戰略委員會主席。馬先生負責對本公司的
經營與管理提供具有戰略意義的意見及建議。彼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加入長
飛董事會出任董事。馬先生自二零一一年六月及二零一三年一月起分別擔任中國
華信（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及執行副總經理，主要負責整體
業務經營及管理。彼亦於中國華信多個附屬公司擔任職位，包括自二零一二年十
一月起任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起任上海貝爾
軟件有限公司董事，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起任安弗施無線射頻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諮詢理事會成員，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起任中盈優創資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現
任其主席；自二零一四年四月起擔任上海華信富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現更名為
上海華信長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自二零一四年十月起擔任Alcatel-Lucent 

Enterprise Holding董事，並自二零一六年二月起任華信長安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任職現有職位之前，馬先生於一九九八年七月至二零一一年六月曾擔任上海貝爾
股份有限公司的多個管理層職位，包括於一九九八年七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擔
任戰略諮詢與投資發展顧問（主要負責向董事長提供戰略與投資建議），於二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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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二年六月擔任人力資源部總監（主要負責監察人力資源相關事
宜），於二零零二年七月至二零零六年八月擔任副總裁（主要負責全面管理人力資
源），於二零零六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六月擔任執行副總裁（主要負責全面管理人
力資源）。馬先生亦曾於中國華信多間其他附屬公司工作，包括於二零一一年八
月至二零一四年九月在中信國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擔任董事，並於二零零三年三
月至二零一四年九月間在上海富欣通信技術發展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馬先生畢業
於南開大學，分別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及一九九八年七月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及經
濟學博士學位。彼亦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和復旦大學的聯合
項目取得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姚井明先生，52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起為非執行董事。彼負責對本公司的
經營與管理提供具有戰略意義的意見及建議。彼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獲委
任為本公司監事，負責監督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履責情況，直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九日為止。姚先生有逾30年的通信行業管理經驗。姚先生自二零一三年二
月同時擔任中國華信（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副總經理，負責技術、策略及國際
併購。彼亦於中國華信兩間附屬公司任職，包括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起擔任上海
富欣通信技術發展有限公司之董事，及自二零一三年七月起擔任上海信輝科技有
限公司總經理及董事。

任職現有職位前，姚先生亦於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二零一三年一月在中國華信附屬
公司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多個職務，包括自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二零零零年
九月先後擔任軟件工程師、軟件開發經理、技術開發部經理及客戶服務部經理，
自二零零零年十月至二零零二年六月先後擔任交換網絡事業部總經理，主要負責
市場營銷、產品管理及研發，自二零零二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擔任該公司
副總裁，主要負責語音網絡事業部營運及日常管理，自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二零一
三年一月擔任該公司執行副總裁，在此期間，彼於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二零零九年
一月負責固定通信網絡組、有線網絡組及通信網絡組的管理及營運，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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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負責提供解決方案和營銷，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負責質量管理及改革，二零一一年二月至二零一三年一月負責國際業務。姚
先生於一九八六年六月獲得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於二零零一年四
月獲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於二零零八年十
月獲得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於本公告日期，姚先生持有500,000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根據員工持股計
劃，每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對應一股內資股，因此，姚先生於500,000股內資
股擁有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07%。

菲利普 •范希爾先生，52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為非執行董事。彼自二
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戰略委員會成員。彼負責對本公司的經
營與管理提供具有戰略意義的意見及建議。彼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加入長
飛董事會出任董事。范希爾先生有逾25年光纖光纜業從業經驗。彼自二零一三年
五月起擔任普睿司曼集團電信事業部高級副總裁，主要負責普睿司曼集團的全球
電信業務，自二零一三年六月起擔任Draka（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執行董事。范
希爾先生亦同時在Prysmian S.p.A. （一家於米蘭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PRYMY））若干附屬公司擔任多個職位，包括於二零一三年一月起擔任Draka Comteq 

Fibre B.V.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三年六月起擔任Draka Comteq France S.A.S.的Comitê 

de Controle成員；於二零一三年六月起擔任Draka Comteq Iberica S.L.U.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起擔任Fibre Ottiche Sud S.r.l.董事會主席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起
擔任Prysmian Cables and Systems USA LLC非執行董事。彼亦自二零一三年六月起擔
任Precision Fibre Optics Ltd. （普睿司曼集團擁有50%股份的合營公司）非執行董事。

任職現有職位之前，范希爾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十月至一九九一年二月擔任雷諾汽
車 (Renault S.A.)的研發工程師，主要負責改進F1車隊引擎部件。彼於一九九一年
轉投光纜業，任職於Alcatel Cable France S.A.。過往22年，彼曾為Alcatel Cable France 

S.A.及德拉克控股 (Draka Holding N.V.)（當時在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股份代號：DRAK））效力，擔任多個光纜業的高級營運及總管職位，其後又轉投能
源、銅纜及光纖業。二零一一年Prysmian S.p.A.收購德拉克控股 (Draka Holding N.V.)

時，彼擔任德拉克控股 (Draka Holding N.V.)光纖事業部總監。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彼亦兼任深圳特發信息德拉克光纖有限公司（現稱為深圳特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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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彼於二零一一年七月至二零一三年五月擔任普睿司曼集團光纖事
業部副總監，主要負責普睿司曼集團的全球光纖業務，並兼任Draka Comteq France 

S.A.S.董事。范希爾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從法國國立里昂應用科學學院獲得機
械工程碩士學位，並於一九九七年六月畢業於法國艾克斯‧普羅旺斯的法國高等
管理學院 (Institut Francais de Gestion)，獲得管理碩士學位。

Pier Francesco Facchini先生，49歲，現為Prysmian S.p.A. （一家於米蘭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股份代號：PRYMY）及Draka（本公司控股股東之一）的控股公司）的財務
總監、信息科技董事及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七年二月起為Prysmian S.p.A.董事會
成員。Facchini先生在Prysmian S.p.A附屬公司擔任多個職位。彼現任Draka Comteq 

France S.A.S.的Comitê de Controle的總裁及在Prysmian Cables et Systemes France S.A.S.擔
任同樣職位。彼為P.T. Prysmian Cables Indonesia的專員理事會擔任主席。Facchini先生
亦為數間Prysmian S.p.A的附屬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擔任Prysmian Spain S.A.U.、
Prysmian Cavi e Sistemi S.r.l.及Prysmian Treasury S.r.l董事會成員。

Facchini先生於管理各行各業的公司的財務事宜擁有逾 25年工作經驗。於一九九
一年九月至一九九五年四月，Facchini先生於Nestlé Italiana S.p.A.（一個跨國餐飲企
業的附屬公司）任職，彼曾擔任多個職位，包括財務及行政總監助理、副司庫及內
部核數師。於一九九五年五月至二零零一年四月，Facchini先生於Panalpina Group

任職，該跨國公司於運輸業及船務轉運業中經營。自一九九五年五月至一九九六
年四月，Facchini先生先於Panalpina Trasporti Mondiali S.p.A.任職財務總監，並由一
九九六年五月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任Panalpina Korea Ltd.財務總監。自一九九八
年九月至二零零一年四月，彼在Panalpina Group擔任亞太地區總監，工作地點在新
加坡。於二零零一年五月，Facchini先生獲委任為汽車製造商Fiat Auto S.p.A.的財務
及消費者服務業務部門的財務及監控總監，並留任至二零零三年四月。於二零零
三年五月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Facchini先生擔任時裝公司Benetton Group的財務總
監，對該集團的財務及法律事宜最終負責。Facchini先生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意大
利米蘭博科尼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在一九九四年，彼獲意大利大學的研
發部頒授特許公認會計師的專業資格。

熊向峰先生，52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為非執行董事，負責對本公司
的經營與管理提供具有戰略意義的意見及作出建議。彼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加
入長飛董事會出任董事。熊先生有逾30年光纖光纜行業經驗。自二零一三年四月
起彼擔任長江通信（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及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股票代號︰600345））總裁，主要負責該公司整體管理，自二零一四年五月起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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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長江通信的董事。熊先生自二零一三年四月起亦兼任長江通信若干附屬公司
的多個職位，彼現任武漢日電光通信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及長江半導體照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任職現有職位前，熊先生先後於一九八八年十月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任武漢郵電
科學研究院團委書記（主要負責處理共青團相關事宜），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至一
九九五年二月任院辦主任科員（主要負責行政管理），於一九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九
七年三月任院辦副主任（主要負責行政管理），於一九九七年三月至一九九九年十
二月任光纖光纜部副主任（主要負責生產與經營光纖光纜）兼電纜廠廠長（主要負
責管理與經營廠房）。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起熊先生開始擔任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烽火通信」）（該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0498）的多個
職位，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任董事會秘書，二零零二年四月至
二零零五年四月任副總裁及董事會秘書，二零零五年五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任副
總裁、黨委副書記、董事會秘書及工會主席，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二零一三年四月
任副總裁、黨委副書記及工會主席。熊先生於一九八六年七月獲得華東工學院（現
稱南京理工大學）光電成像技術學士學位，並於二零零九年六月獲得武漢大學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

於本公告日期，熊先生持有705,000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根據員工持股計
劃，每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對應一股內資股，因此，熊先生於705,000股內資
股擁有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10%。

鄭慧麗女士，57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為非執行董事，負責對本公司
的經營與管理提供具有戰略意義的意見及作出建議。彼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二日
加入長飛董事會出任董事。鄭女士有逾27年的企業營運及管理經驗。彼現時亦擔
任本公司黨委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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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現有職位之前，鄭女士於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任職於華中信息
技術集團有限公司（前稱華中信息技術總公司，主要從事國有資產營運及管理），
先後於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二月擔任勞動人事副處長（主要負責人力資
源全面管理），於一九九三年三月至二零零五年十月擔任勞動人事處長（主要負責
人力資源全面管理），於一九九七年六月至二零零五年十月擔任黨委組織部部長
（主要負責培訓、甄選及委任高級管理人員），於一九九七年七月至二零零五年十
月擔任黨委委員（主要負責黨務工作及參與公司營運、管理及發展策略的決策）、
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五年十月擔任紀委書記（主要負責紀檢工作及參與
公司營運、管理及發展策略的決策）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至二零零五年十月擔任黨
委副書記（主要負責協助黨委書記處理相關黨務及參與公司營運、管理及發展策
略的決策）。鄭女士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及自二零零六年六月
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分別擔任長江通信（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及一家於上海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600345））黨委副書記及紀委書記，主要負責紀檢。
鄭女士於一九九八年六月於中共武漢市委黨校畢業獲得學士學位，並於二零零零
年十月獲得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現稱澳門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鄭
女士為高級經濟師與高級政工師。鄭女士於一九九七年四月獲武漢市總工會頒發
武漢市五一勞動獎章，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今為武漢市經濟專業高級職務任職
資格評審委員會委員，彼從二零零六年七月至今一直擔任武漢市婦聯第十屆、第
十一屆和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為武漢市第十一、十二屆黨代表。

於本公告日期，鄭女士持有705,000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根據員工持股計
劃，每份內資股有限合夥企業份額對應一股內資股，因此，鄭女士於705,000股內資
股擁有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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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魏偉峰博士，55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起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本公
司審計委員會主席，負責對本公司的經營與管理提供獨立意見。魏博士自二零一
零年九月及自二零一一年一月起分別擔任香港諮詢公司萬年高顧問有限公司（前
稱萬連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及信永方圓企業服務集團有限公司（專注向首次
公開發售前後的公司提供企業（管理）及合規服務的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此外，魏博士目前擔任下列於聯交所及其他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的董事：

公司名稱（英文） 公司名稱（中文） 證券市場 股份代號 職位 委任日期

Bosid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波司登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聯交所 3998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
審核委員會主席

二零零七年九月

Powerlong Real Estate 

Holdings Limited

寶龍地產控股
有限公司

聯交所 1238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
審核委員會主席

二零零八年六月

BaWang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 

Limited

霸王國際（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

聯交所 1338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席兼提
名委員會和薪酬委員
會成員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Biostim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合生元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聯交所 1112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席、提
名委員會和薪酬委員
會成員

二零一零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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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英文） 公司名稱（中文） 證券市場 股份代號 職位 委任日期

SIT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豐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聯交所 1308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
核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和提名委員會成員

二零一零年九月

China Coal Energy 

Company Limited

中國中煤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聯交所

上海證券
交易所

1898

601898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和安全健
康及環保委員會成員
兼薪酬委員會主席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LDK Solar Co., Ltd. – OTC Pink Limited 

Information

LDKYQ 獨立董事兼審核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和公
司管治及提名委員會
成員

二零一一年七月

Beijing Capital Juda 

Limited

首創鉅大有限公
司

聯交所 1329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席兼薪
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
會成員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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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英文） 公司名稱（中文） 證券市場 股份代號 職位 委任日期

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中國中鐵股份
有限公司

聯交所

上海證券
交易所

0390

601390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與風險管理
委員會成員兼安全健
康及環保委員會成員

二零一四年六月

BBMG Corporation 北京金隅股份
有限公司

聯交所

上海證券
交易所

2009

601992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
委員會、薪酬與提名
委員會及戰略與投融
資委員會成員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TravelSky Technology 

Limited

中國民航信息網
絡股份有限公
司

聯交所 696 獨立非執行董事、審
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席及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成員

二零一六年一月

Topsear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至卓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聯交所 2323 獨立非執行董事、審
核委員會主席、薪酬
委員會成員及提名委
員會成員

二零一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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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英文） 公司名稱（中文） 證券市場 股份代號 職位 委任日期

SPI Energy Co., Ltd – 納斯達克股票市場 SPI 獨立董事、審核委員
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
成員

二零一六年五月

魏博士有逾20年擔任執行董事、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的高級管理層經驗，多數涉
及上市發行人（包括大型紅籌公司）的財務、會計、內控及監管合規、企業管治及秘
書工作範疇。彼曾領導或參與多個重大企業財務項目，包括上市、合併及收購以
及發行債務證券。魏博士自二零零七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四年十月擔任中國鐵建股
份有限公司（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分別為1186及601186）
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擔任三一重裝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為631）獨立非執行董事。

魏博士於一九九四年十月畢業於英國伍爾弗漢普頓的伍爾弗漢普頓大學，獲得法
律學士學位。彼於一九九二年八月在美國密歇根州Berrien Springs安德魯大學取得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在香港的香港理工大學取得公司財務碩
士學位及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在中國上海的上海財經大學取得金融博士學位。魏博
士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起為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
公會資深會員，曾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副會長（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間）及卸
任會長。魏博士為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會員（自二零一二年二月起）、香港會計師
公會會員（自二零零七年七月起）、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
及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自二零一二年三月起）。彼亦自二零一二年
九月起為香港樹仁大學兼任法學教授，自二零一三年一月起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委任為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專業服務業工作小組之成員，自二零一三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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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專業資格及考試評議會委員及自二零一四年六月起為香
港上市公司商會常務委員會成員。魏博士於二零一六年六月起獲委任為中國財務
部的財務專家顧問。

葉錫安博士，68歲，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起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本公
司審計委員會及提名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負責對本公司的經營與管理提供獨立意
見。葉博士為律師及公證人。彼目前擔任香港賽馬會主席及殘疾人馬術協會有限
公司主席。彼自一九九八年七月起出任恒隆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10）獨立
非執行董事。葉博士自一九七二年三月起在Johnson Stokes & Master （一家香港律師
事務所，現稱孖士打律師行 (Mayer Brown JSM)）執業，隨後於一九七七年四月成為
合夥人直至二零零四年九月自其法律專業退休。彼曾擔任 Johnson Stokes & Master

的高級合夥人及主席長達八年。葉博士於一九八七年五月至一九八九年五月擔任
香港律師會會長，於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擔任立法會議員（代表法律界功能
界別），及於一九九四年四月至二零零三年四月擔任香港教育學院（現稱香港教育
大學）校董會創校主席。葉博士於二零零三年獲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教育學博
士榮銜，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榮銜及於二零一
一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榮銜。葉博士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獲認可
為英格蘭及威爾士律師及於一九七二年四月獲認可為香港律師。彼為香港科技大
學顧問委員會榮譽成員，自二零一二年九月起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專業學系名譽講
師，亦是清華大學法學院名譽研究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國際顧問委員會聯
席主席兼香港愛滋病基金會顧問委員會會員。彼亦於一九八四年至二零零四年擔
任醫療管理學會名譽會員。

李平先生，62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起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本公司戰
略委員會成員。彼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獲委任為提名及薪酬委員會主
席。李先生負責對本公司的經營與管理提供獨立意見。李先生有豐富的上市公司
管理行政經驗，且有逾40年中國電信業經營從業經驗。李先生自二零零六年八月
至二零一四年十月期間擔任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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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52）的董事長及執行董事。在此之前，彼曾擔任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728）執行副總裁，中國移動有限公司（紐約證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證券代碼：CHL；亦為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941）副董事長兼首
席營運官，以及中國郵電部（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前身）電信總局副局長。李先
生於一九七五年十月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主修無線電通信專業，並於一九八九
年一月獲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李卓博士，47歲，自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起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本公司審
計委員會及戰略委員會成員。彼負責對本公司的經營與管理提供獨立意見。李博
士目前擔任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國際經濟系系主任及國際商業研究中心主任。
於一九八九年七月至一九九二年八月，李博士於從事房地產開發及物業資產管理
的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公司襄樊分公司任職。彼其後於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任
職。李博士自一九九八年起任職於武漢大學，擔任講師直至二零零一年及擔任助
理教授直至二零零六年。李博士自二零零六年起擔任武漢大學教授。彼於二零零
二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七月為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訪問學者，於二零零七年為巴黎第三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 III)的訪問學
者。李博士於一九八九年畢業於湖北工業大學，獲得工業與民用建築學士學位。
彼亦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及一九九八年六月分別獲得武漢大學國際經濟學碩士學
位及國際經濟學博士學位。李博士於二零一零年十月獲中國教育部認可為新世紀
傑出研究員。

除上文所述外，上述董事概無 (i)於本集團擔任任何其他職位；(ii)與本公司任何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任何其他關係；(iii)於過去三年在
任何上市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位；或 (iv)於股份擁有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有關委任上述董事的其他事項須敦
請股東垂注，亦無任何資料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的任何規定須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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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監事之委任

謹此提述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之公告及有關建議重選及委任獨立監事之
補充通函。

董事會宣佈，劉德明先生及李長愛女士各自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監事。根據
各監事與本公司訂立之服務合約及章程第121及122條，劉德明先生及李長愛女士
之任期自臨時股東大會結束後開始，為期三年，經重選及重新委任後可予重續。
此外，如服務合約所規定，劉德明先生及李長愛女士各自有權就擔任本公司獨立
監事收取薪酬每年人民幣15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後）。有關薪酬乃由提名及薪
酬委員會經參考可資比較公司所支付薪酬及本集團之表現而釐定，並已於臨時股
東大會獲得批准。

劉德明先生及李長愛女士之履歷載列如下：

劉德明先生，59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起擔任本公司的獨立監事。彼現為華
中科技大學教授、中國下一代互聯網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光學工程學會常務理
事、光通信與信息網絡專家委員會主任、下一代互聯網接入系統國家工程實驗室
主任、武漢物聯網產業協會秘書長。劉先生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赴德國杜伊
斯堡大學訪問進修，一九九九年於華中科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九九年至二
零零零年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訪問進修，二零零零年起擔任華中科技大學光電
子工程系（現光學與電子信息學院）主任。劉先生長期從事光纖通信與傳感領域教
學科研工作，在過去的 31年間先後主持了國家 973項目、863項目、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課題以及國家重大科學儀器開發專項等20多項國家級重
大重點項目，取得多項重要成果，先後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2項、省部級一等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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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和二等獎4項以及日內瓦國際發明金獎1項和銀獎2項，申請美國和中國發明專
利超過100項（其中50項已獲授權），發表SCI收錄期刊論文超過200篇，出版教材和
學術著作 5部。

李長愛女士，52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起擔任獨立監事。彼於一九八八年開
始於湖北經濟學院會計學院任教至今，現任湖北經濟學院會計學院教授（二級）。
彼同時兼任中國會計學會理事、湖北省會計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審計學會常務
理事及武漢市審計局特約審計員。李女士現還擔任寧波先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證券代碼：300163）獨立董事。李女士於二零一零
年五月至二零一六年五月擔任湖北美爾雅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證券代碼：600107）獨立董事。李女士先後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獲經濟學學士
學位、經濟學碩士學位及管理學博士學位。李女士在許多刊物上公開發表專業學
術論文70餘篇。彼於二零零八年被評定為「全國先進會計工作者」。彼亦是中國註
冊會計師（非執業）及中國會計學會資深會員，並於二零零八年取得獨立董事資格
證書。

除上文所述外，上述獨立監事概無 (i)於過去三年在任何上市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
事職位；(ii)於本集團擔任任何其他職位；(i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任何其他關係；或 (iv)於股份擁有任何權益（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有關委任獨立監事的其他事項
須敦請股東垂注，亦無任何資料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的任何規定須予披露。

職工代表監事之退任及委任

茲提述招股章程，其中提及江志康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獲委任為職工
代表監事。江志康先生的任期為三年，直至第一屆監事會屆滿（即二零一六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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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及行政法規，儘管其任期已屆滿，江志康先生仍
繼續履行其職責，直至第二屆監事會的職工代表監事獲委任。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的職工代表會議上，根據章程第122

條，王瑞春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獲推選及委任為本公司職工代表監
事。據此，江志康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已退任其職工代表監事之職
位。江志康先生已確認與董事會或監事會之間概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其退任的
事項須敦請股東垂注。

根據王瑞春先生與本公司訂立的服務合約及章程第121及第 122條，王瑞春先生
的任期為三年，經重選及重新委任後可予重續。如服務合約所規定，王瑞春先生
有權就擔任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收取薪酬每年人民幣150,000元（經扣除所有稅項
後）。薪酬由提名及薪酬委員會經計及可資比較公司所支付的薪酬及本集團表現
而釐定。

王瑞春先生，連同劉德明先生及李長愛女士，組成第二屆監事會，當中王瑞春先
生獲推選為監事會主席。

王瑞春先生的履歷載列如下：

王瑞春先生，41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兼
監事會主席。彼負責監督本公司董事與高級管理層的履責情況。王先生於二零零
二年一月加入本集團，分別於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二零零五年三月於光纖部擔任工
藝工程師，從事工藝控制與工藝開發（專注於等離子體化學氣相沉積（「PCVD」）技
術），於二零零五年四月至二零零六年四月於光纖部擔任主任工程師，分管光纖
工藝控制與質量改進相關工作，於二零零六年五月至二零一零年一月於光纖部擔
任技術經理，分管整體光纖預製棒與光纖相關技術方面的工作，於二零一零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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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二零一二年一月擔任光纖製造中心技術支持部經理，分管光纖與預製棒技術
與管理相關工作，於二零一二年二月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擔任光纖事業部副總經
理，分管相關光纖生產與技術相關工作，於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二零一四年一月擔
任光纖製造中心副總經理兼光纖技術總監，分管相關光纖生產與技術相關工作，
及自二零一四年一月起擔任研發中心總經理，負責技術與產品研發。在加入本集
團之前，王先生於一九九八年七月至一九九九年八月於常州惠昌電子有限公司從
事負溫度係數（「NTC」）陶瓷與傳感器的開發，並於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零二年
一月於浙江大學無機非金屬材料研究所從事高分辨液晶光閥光導層的研究。王先
生自中國浙江大學分別於一九九八年七月獲得無機非金屬材料學士學位，並於二
零零二年三月獲得材料學碩士學位，主修光電薄膜材料及液晶光閥研究。

除上文所述外，王瑞春先生並無 (i)於過去三年在任何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
務；(ii)於本集團擔任其他職位；(i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
股東或控股股東有任何其他關係；或 (iv)於股份擁有任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有關委任王瑞春先生的其他事項須敦請
股東垂注，亦無任何資料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的任何規定須予披露。

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鑒於文會國先生退任，董事會已議決，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馬杰先生將於二
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取替文會國先生，出任董事會戰略委員會成員兼主席。

此外，董事會已議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平先生將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
日起取替魏偉峰博士，出任提名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兼主席；而非執行董事兼董事
會副主席菲利普‧范希爾先生已獲委任為董事會戰略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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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代表變動

文會國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退任董事一職，同時離任本公司授權代
表。執行董事莊丹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授權代
表（就上市規則第 3.05條而言）。

承董事會命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主席
馬杰

中國武漢，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莊丹及范 •德意；非執行董事馬杰、姚井明、
菲利普 •范希爾、Pier Francesco Facchini、熊向峰及鄭慧麗；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偉
峰、葉錫安、李平及李卓。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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