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君 豪 BBS MSc FCPA
東泰集團主席

李君豪先生，銅紫荊星章勳銜，比利時官佐勳銜
MSc FCPA，原籍廣東中山。
李君豪先生
1978 年畢業於美國南加州大學會計及國際財務學系，獲該年度最優異學生
獎;1981 年於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及政治學院獲經濟學碩士銜，及特許會計師專業
資格和多項學術獎。
李氏現任東泰集團
東泰集團主席。東泰集團創辦於
1952 年，為一多元化商務機構，
東泰集團
以金融服務為核心業務，並提供股票及期貨投資、資產專業管理、融資、與及為
上市及私人公司進行策略性投資等服務。李氏近年更成功開拓期權對沖基金管理
業務。
自 2000 年開始出任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五度被推選連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任，後更兼任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常務委員及現貨市場諮詢組主席。
曾於香港、中國、美國及加拿大等地從事銀行、商業及地產業務，並在香港
及加拿大滙豐銀行擔任高級職位。李氏又為美國 Coopers & Lybrand 會計師行
的特許執業會計師。擁有逾 30 年銀行及金融業務
銀行及金融業務的經驗。
銀行及金融業務
李氏雖然在國外接受教育，但熱愛祖國，關心香港，一向以服務國家
服務國家、
服務國家、服務
社會為榮。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顧問，現任香港金融發展局非官方委
社會
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界別
分組選舉(金融服務界)委員等等。
此外，並獲委多項國內
國內公職
國內公職，包括廣西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中山海外聯誼
公職
會副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會理事及中山市公共外交協會常務理事，亦
曾任湖南海外聯誼會副會長、大連海外聯誼會副會長、張家界海外聯誼會常務理
事、邯鄲市涉外經濟顧問、中山市南朗鎮第四屆歸國華僑聯合會顧問及河南海外
聯誼會副主席。
同時，出任香港多個社團職務
社團職務，包括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中
社團職務
山社團聯合會名譽會長、香港中山僑商會會董、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常務理事兼
商業委員會副主席、及港九電器商聯會董事。並獲邀加入成為麥理浩爵士信託基

第1頁

李君豪
金投資顧問委員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委
員、香港友好協進會永遠名譽顧問、及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有限公司諮詢委員會
會員等，亦曾任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及推選
為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名譽顧問，協助香港互聯網之發展以達至
國際服務水準。
李氏多年來積極參與發展及推動香港金融服務業
推動香港金融服務業，除上述職務外，他並為證
推動香港金融服務業
券商協會原主席及永遠名譽會長、香港網上經紀協會副主席、香港結算及交收系
統上訴審裁處成員及曾任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委員。
此外，李氏並熱心栽培莘莘學子
熱心栽培莘莘學子。除於
1997 至 1998 年間捐資重建位於中國
熱心栽培莘莘學子
湖南省桂東縣沙田鎮之『開山村苗圃希望小學』及位於湖北省咸豐縣尖山區之『小
水坪鄉苗圃希望中心小學』外;2006 年又捐資援建位於廣西百色市田陽縣坡洪鎮
之『新屯小學』
。
1991 年李氏協助籌畫創建『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該校位於香港仔南朗山
道 36 號，學生人數逾 1,800 人， 為香港第二大規模的國際學校。 李氏於
2006-2008 年被推選為校董會主席，期間該校更榮獲“全港最佳國際學校”的殊
榮。加拿大獨立教育研究組織 Fraser Institute 於 2008 年 3 月所發表“安大略
省中學課程院校棑名”的研究報告中，分別以語言能力、數學技巧等各方面七大
學術指標去評核全球 725 間採用該課程院校之表現，而當中只有兩間獲得滿分，
而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更為其中一間得此殊榮之院校。
2007 年獲比利時政府頒授國家榮譽官佐勳銜。2016 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銅紫荊星章勳銜(BBS)。

現任職務
東泰集團
集團成員：
東泰財務有限公司
東泰期貨有限公司
東泰證券有限公司
東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東泰財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恒泰證券有限公司

主席
董事總經理

(2010.10–現在)
(1990–2010.09)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股份#

0388)

粵海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上市股份#

0124)

勒泰商業地產有限公司(上市股份#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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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現在)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9.03–現在)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13.03–現在)

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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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寶城集團有限公司

(1993–現在)

董事

新寶城信用有限公司

(1995–現在)

董事

社會公職–
社會公職– 海外地區
烏克蘭對華商務委員會

(08.2010-現在) 參贊兼聯席主席

香港社區服務
香港社區服務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6–2017) 現貨市場諮詢小組主席
(2006–2017) 常務委員會會員
(2006–2017) 諮詢小組提名委員會會員
(2009–2015) 稽核委員會副主席
(2005–2011) 提名委員會會員
(2003–2009) 稽核委員會會員
(2006–2011 & 2013-2017) 薪酬委員會會員
(2000–2017)

(上市股份# 0388)

(2015–2017)

附屬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

環境、社會及管冶委員會會員

紀律上訴委員會主席
(2000-2009) 紀律委員會會員

(2009-2017)

粵海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上市股份#

0124)

勒泰商業地產有限公司(上市股份#

0112)

證券商協會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9.03–現在)審核委員會主席
(2009.03–現在)薪酬委員會會員
(2012.03–現在)提名委員會會員

(2009.03–現在)

(2013.03–現在)

非執行董事

永遠名譽會長
(2005–2009.02) 主席
(2001–2005) 副主席
(1999–2013) 董事

(2009.02–現在)

金融發展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

(2013.01 – 2017.01)

非官方委員

(2007 - 2008)

非全職顧問

結算及交收系統上訴審裁處

(2013.11–2016.11)

成員

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

(2003–2009.03)

委員

(2012.12 – 2018.12)

主席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投資顧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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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2016 – 2019)

成員

(2006–2012.03)

委員
主席

(根據《蒲魯賢慈善信托基金條例》(第1077章) 的規定而組成

- 委員會
- 投資小組委員會

(2011 - 2012.03)

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 委員會
- 投資顧問委員會

(2011–2016)
(2006–2010)

委員
委員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 金融服務界

(2000–現在)

委員

香港網上經紀協會

副主席
(2005 – 現在) 董事
(2001–2003) 委員

(2003–現在)

香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家協會

(2012.07 – 2016.07)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榮譽顧問

校董
(2006–2008) 主席
創辦委員會委員

(1991–1997、2006-2011)
(1990–現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歷屆理事會有限公司
港九電器商聯會
港九電業總會

(2005–現在)

會員

(2000–Dec 2016)

董事

(?–現在) 東泰貿易為商號會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

(?–2017)東泰貿易為商號會員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

常務理事兼
商業委員會副主席

(2005–2018)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

名譽顧問
(2003-2005) 董事(推選)
核數委員會會議召集人
財政及行政委員會副會議召集人
業務發展及推廣委員會會員
(2006–2008)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常務副會長
(2000–2003) 理事

(2003–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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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山社團總會(前稱香港中山社團
聯合會)

名譽會長
2000) 董事

(2000–現在)
(1999 -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2008–現在)

香港中山僑商會

會董
(2010–現在) 會員
(2001–2010)

香港友好協進會

(2006-現在)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2010.09-現在)

永遠名譽顧問
(1991-現在) 永遠會員

常務副會長
(2009.09-2010.08) 副會長

中國港澳台僑和平發展總會

(2016 – 現在)

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有限公司

(2003 –現在)

香港獨立非執行董事協會

(2015–現在)

香港非洲商會

(2016 –現在)

顧問

諮詢委員會會員

(2015 – 現在)

香港—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

大舜基金

理事

顧問

顧問局成員

Honorary President

顧問
(2016 – 現在) 智囊團成員
(2016 – 現在)「一帶一路國際發展聯盟」顧問
(2016 – 現在)

香港董事學會

(2003 –2012)資深會員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02-2006)

學術評審諮詢委員會會員

(1990–1991) 執行董事

香港加拿大華人協會
香港加拿大會所

會長
(1989–1990) 副會長
(1988–1989) 行政人員

91 加拿大節

(1990–1991)

(1990–1992)

香港加拿大商會

(1984–1986)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執行董事

Vancouver Chapter
Founding Member
(2015 – 現在)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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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現在) 成員

香港長遠競爭力研究督導委員會

內地社區服務
內地社區服務
香港廣西政協委員聯誼總會

(2015 - 現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

中華海外聯誼會

會長

常務委員
(2000–2007) 委員

(2007–現在)

(2008–2012)理事
(2012–現在)

常務理事

河南海外聯誼會

(2003–2013)

副會長

大連海外聯誼會

(2004–2013)

副會長

中山海外聯誼會

(2005–現在)

副會長

湖南海外聯誼會

(2007–2013)

副會長

廣西海外聯誼會

(2004–現在)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會

副秘書長

(2004–現在)

張家界海外聯誼會

(2001–2006)

邯鄲市人民政府

(1999–2006)

中山市南朗鎮第四屆歸國華僑聯合會
中山市公共外交協會

常務理事

涉外經濟顧問

(2001–2006)
(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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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顧問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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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職務
HSBC 滙豐：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1989–1990) 海外銀行業務中心經理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附屬之
(1987–1988) 董事總經理及執行主任
英屬哥倫比亞財務公司
加拿大上海滙豐銀行
(1984–1987) 私人業務部門經理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附屬之獲多利有限公司
(1981–1984) 貸款部副經理
Coopers & Lybrand 美國波士頓及美國洛杉磯

(1978–1981)

執業會計師

認可專業資格
認可專業資格
美國加州

美國特許會計師

美國會計師公會

會員

香港會計師公會

資深會員

香港聯合交易所

「期權交易主任及代表」及「期權結算主任」證書

香港期貨交易所

「股票指數期貨及期權」及「港元利率期貨」證書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註冊證券交易負責人
註冊期貨合約交易負責人
註冊證券投資顧問負責人
註冊資產管理活動負責人

學歷
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及政治學院

(1980–1981)

美國南加州大學會計及國際財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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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1978)

經濟學碩士

一級榮譽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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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獎項
Bronze Bauhinia Star awarded by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2016

Awarded Officie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 by the King of the
Belgians

2007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Hong Kong)'s Hong Kong
- Canada Award for having made a notable and sustained contribution
to activities bridging Hong Kong and Canada

1992

Canadian Club of Hong Kong 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Canad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1992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ommerce Associates’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

1978

Touche Ross & Co Award for being The Top Ten Accounting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78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countants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holastic Achievement

1977

Phi Kappa Phi, All University Honorary Society for being in the top
10% of USC 1978 graduation class

1978

Beta Gamma Sigma, National Honorary Scholastic Society

1978

Beta Alpha Psi, National Honorary Accounting Fraternity

1977

Alpha Kappa Psi, National Professional Commerce Fraternity

1976

Alpha Kappa Psi, Award for Honor and Ethics (Highest Award given
by Chapter)

1978

Alpha Kappa Psi,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s As VP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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