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概要班(普通话) 

 

课程安排与报名表格 

主办机构: 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董事协会 

对象：   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 

日期:  2018年05月17至18日(星期四至五) 

地点:  新加坡 

收费:  $2,450 (excl.GST)  $2621.50 (incl.GST) 新元(一天半) 

  新加坡董事协会会员优待价:$2,060 (excl.GST)  $2,204.20 (incl.GST) 新元 

  

-------------------------------------------------------------------------------------------------------- 

概要班的目的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准则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其公司治理的模式与运作。为继续推广良好的公司治理，新

加坡交易所与新加坡董事协会推出了“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概要班”, 以确保上市公司所必需了解的董事的职责与法律

义务以及公司治理课题得到充分的剖析。 这个概要班是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以及高级管理层

而设计，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并理解在新加坡上市的监管环境。“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概要班”共有 8 个单元，完成

这 8 个单元后学员将可获得新加坡董事协会颁发的证书。所有讲师都是来自新加坡的资深专业人士。新加坡交易所的高

级人员也会在场解答相关问题。 

 

课程安排 

第一天 

8:30 至 9:00  学员登记  

  9:00 至 10:30 90 分钟 单元1: 董事的职责及法律义务 许廷芳先生 

10:30 至 10:45 15 分钟 茶点  

10:45 至 11:15 30 分钟 单元 1: 董事的职责及法律义务 许廷芳先生 

11:15 至 13:00 105 分钟 单元 2: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手册 黄温芳女士 

13:00 至 14:15 75 分钟 午餐  

14:15 至 15:00 45 分钟 单元 3: 公司治理概论与讨论 黄温芳女士 

15:00 至 15:15 15 分钟 茶点  

15:15 至 16:15 60 分钟 单元 4: 审计委员会要素 吴绍均先生 

16:15 至 17:00 45 分钟 单元 5: 风险管理要素 吴绍均先生 

 

 

第二天 

8:30 至 9:00  学员登记  

9:00 至 9:45 45 分钟 单元 6: 提名委员会概论 吴绍均先生 

9:45 至 10.00 15 分钟 茶点  

10:00 至 10:45 45 分钟 单元 7: 薪酬委员会概论 吴绍均先生 

10:45 至 11:15 30 分钟 单元 8: 案例分析 新交所代表 

11:15 至 12:00 45 分钟 座谈会 所有讲师 

12:00 至 13:00 60 分钟 午餐  

 

付款方式:您可选择以支票或电汇付款 

支票付款：  

请以划线支票支付给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并寄至以下地址：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168 Robinson Road #09-06 Capital Tower, Singapore 068912 

电汇付款： 

银行名称(Bank Name): DBS Bank Limited, 分行(Branch Name): Raffles Place Branch 

银行代码(Bank Code): 7171, Swift code: DBSSSGSG 

收款人(Beneficiary nam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收款人账号(Account Number): 048-016620-2  

注意：所有相关银行费用由付款公司支付 

 



                                                                                    
     

 

授课人员 
 

单元 1: 董事的职责及法律义务 
 

讲座提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动态，董事会已日渐成为股东、媒体、和监管机构密切关注的对象。在本单元中，我们将讲解董

事须要了解些什么，新加坡公司法，如何委定董事，董事类别，何谓 Fiduciary duty，董事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董事

的职责及法律义务，比较新加坡，英国和中国公司法对董事的不同要求。以结合案例分析，为学员全面介绍董事所面临

的问题及其备选的解决方法,并为学员提供与董事会成员/专家组成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授课人员简介： 

许廷芳律师 

许廷芳律师于 1979 年毕业于新加坡大学法学院，并于同年加入新加坡国家法律官员服务部，

历任国家土地注册局副局 长、法律援助局副局长。他目前为私人执业律师亦为英国及新加坡

仲裁学会之高级仲裁员并拥有中国法专业文凭。  

 

他是英国特许仲裁学院及新加坡仲裁学院之成员，也被委任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 

(SIAC) 、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BAC)、 惠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 (CIETAC) 、亚太地区仲裁组织 (APRAG) 及马来西亚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仲裁员 

仲 裁 员 (KLRCA) 。许律师曾作为首席仲裁员或仲裁员以华语或英语在亚太地区处理过许多

国际仲裁案件包括 SIAC, CIETAC, ICC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及非机构仲裁 (Ad Hoc) 的案

件。 

 

许律师所处理之法庭诉讼案中已有多项，包括一些具代表性的判词，被收录于新加坡法律案例报告书内。他是多家上 

市公司的董事，历任北京中央电视台及新加坡电视台联办的国际大专华语辩论赛评委,也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法律 

顾问及咨询团成员。 

  

许律师经常受邀讨论有关《董事职责和公司治理》的法律问题并多次在新加坡董事学会和新加坡证 券 交易所在新加坡、

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及厦门举办的研讨会发表演讲。目前，他是通商中国董事。 

 

单元 2: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手册 
 

讲座提要: 

众所周知,及时和准确得披露信息是上市公司的基本法定义务,也是证券市场赖以发展的基本要求。公开的信息是投资者

决定其投资策略的重要基础。新加坡交易所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以规范信息披露。我们将结合实际案例向学员阐述新

加坡交易所对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并为学员提供与董事会成员/专家组成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授课人员简介： 

黄温芳所长 

 

黄温芳是蓝钰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她于1989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学士），并于1990

年开始从事律师执业。她在 1996 便开始处理公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IPO）的法律工

作。自 2000 起，她也开始向新加坡上市公司提供关于上市手册及公司治理的法律咨询工作。在

2006 年， 她创办了蓝钰法律事务所，专为准备在新加坡上市及已上市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在

设蓝钰法律事务所之前，她是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从事在新加坡上市及提供关于上

市手册及公司治理的法律工作。 

 

至今，她已处理超过 30 家公司成功在新加坡上市的项目，其中为上市公司律师或为发行经理、

承销商的律师。同时，她也处理过上市公司反收购项目，合并与收购，股份配售，及其他与上

市公司有关的法律工作。 

 

 



                                                                                    
     

单元 3: 公司治理概论与讨论 
 

讲座提要:  

公司治理是决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司治理通过调整企业的结构和机制，明确股东、董事及管理层之间的权力、责

任和影响，从而提高企业业绩，为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课程将结合实际案例向学员阐述新加坡公司治理准则中的各

项原则, 并为学员提供与董事会成员/专家组成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从而促进有效的董事局. 

 

授课人员:   

黄温芳所长 

 

单元 4: 审计委员会要素 
 

讲座提要:  

审计委员会在公司的治理和监管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他们中心于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系统，确保高素质的财

务报表还有建立巩固的关联方交易程序的监控。随着商业环境的日益繁杂， 审计委员会的要求也逐渐提高 

 

授课人员简介: 
吴绍均先生 

吴绍均是新加坡普华古柏会计事务所的一名资深合伙人。他是该事务所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服务

部门 Risk Assurance  内负责公司治理和內部审计服务(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Audit)

的主管领导。该部门有 230 名为各行业的上市及私营公司提供企业治理，风险管理及内部审计服

务的专业人士。吴绍均也成立了家庭企业客户部门，专门为家庭式企业提供综合全面的专业服

务。 
 
吴绍均活跃于新加坡企业治理文化的提升。除了在许多本地大学及新加坡董事协会与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主办的讲坛会上授课，他也经常受邀为各大报章编写思想领导篇章。近年，吴绍均积极参

与新加坡公司治理准则的修改工作并是《风险管理指南》的主要编制人。他也是《新加坡上市公  

司审计委员会指南》工作小组的主要成员。 
 
吴绍均活跃于新加坡的华族经商社群, 目前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廣惠肇留醫院，华社自助理事会，新加坡华乐团，宗乡

总会等机构的董事成员。 他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也是新加坡会计师协会及新加坡董事协会的资深会员

（Fellow）。 
 

单元 5: 风险管理要素 
 

讲座提要:  

董事会与相关委员会在辨认与处理各机构的风险和确保一套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的运作扮演着重大的角色。这角色不只

包括考量机构内的财务风险。 

 

此课程将解说董事们对于风险治理的职务与责任并提供一份实际性的计划以帮助董事们履行他们的职责。 

 
 

授课人员:   

吴绍均先生 

 

 

 

 

 

 



                                                                                    
     

单元 6: 提名委员会概论 

 

讲座提要: 

作为企业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不仅要对企业的运作和业绩负责，还要对其成员的行为负责。企业通常参照其董

事会的行为来塑造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感和绩效导向。这就驱使董事会下属的提名委员会跳出合规和流程监督

的狭义职责框架，充分履行其职能。 

  

《提名委员会概论》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提名委员会面临的职责与挑战，以及如何发挥甄选、考评等方面的重要职能。 

 
 

授课人员简介:   
吴绍均先生 

  

单元 7: 薪酬委员会概论 

 

讲座提要: 

随着高管薪酬设计和实施复杂度的提升，以及股东和媒体对其持有的审慎态度，如何有效承担董事会下属的薪酬委员会

的职责成为众多董事密切关注的问题。 

 

《薪酬委员会概论》结合实除分析，为学员介绍高管薪酬的设计原则、绩效薪酬和股权薪酬的有效运作机制，并为学员

提供与董事会成员/专家组成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授课人员: 
吴绍均先生 

 

 

 

单元 8 :  案例分析 
 

授课人员:   

新加坡交易所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