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0  2017-9-29 日誌分享_認識深圳東海集圑及董事長黃楚標  
黃楚標 1. 香港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2.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東海航空有限公司和東海公務機有限公司三家機構

的董事長 3. 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限公司董事  
資料來源: 華富財經 https://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ppId=27780   
簡言之, 黃楚標先生是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代表董事會領導公

司的方向與策略, 不用管理一般租客或買賣物業事宜。再者, 深圳東海集圑有限

公司是由香港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愛地集團公司合作組建，於 1994 

年在中國深圳市註冊成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主要從事房

地產的開發、經營等業務。 

 

最後, 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符合廣播局法定非附屬公司要求如下: 

 

*********************** 

聲音廣播服務的發牌制度 3. 條例第 IIIA 部述明聲音廣播服務的發牌制度（條文的摘錄載於附件 C）。概括

而言，合資格的法團可申請設置與維持聲音廣播服務的牌照，而廣管局須考慮這

些申請。如廣管局信納有關申請符合條例第 13B(2)條訂明的先決條件，即建議中 
的頻譜可供使用並適合用於提供擬議的廣播服務，便須就這些申請向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廣管局的建議後，可向申請人

批給牌照，而該牌照須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明的條款及條件所規限。 
 

有適合及可供使用的頻譜 

4. 廣管局根據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的意見，信納頻帶 III 內擬作數碼聲

音廣播用途的數碼頻道適合用作提供新城電臺、鳳凰優悅和雄濤廣播在申請中述

明的擬議廣播服務。因此，有關申請符合條例第 13B(2)條所訂明的先決條件， 

即必須有適合和可供使用的頻譜。 

 

符合法定要求 



5. 廣管局已審核上述申請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新城電臺和雄濤廣播提交了法定

聲明，表示會遵守條例訂明的各項法定要求 。鳳凰優悅建議進行公司架構重組，

以符合該條例下有關非附屬公司的規定。 

 6. 廣管局認為上述申請符合條例下的有關規定， 包括有關居港年期和非附屬公

司的規定。新城電臺與鳳凰優悅的申請均涉及「喪失資格的人」2。廣管局考慮

相關因素」3 後 ，認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根據條例向新城電臺和鳳凰優悅

批給數碼聲音廣播牌照，並無須就「喪失資格的人」和其所作出的控制施加任何

條件。 
 2 在條例下，「喪失資格的人」指：  (a) 廣告宣傳代理商； (b) 在業務運作中向持牌人供應材料作廣播之用的人； (c) 持牌人； (d) 不論在香港境內或境外在業務運作中發送聲音或電視材料的人； (e) (i)《廣播條例》第2(1)條所指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 

或 (ii) 第(i)節所述持牌人的相聯者（按該條款所指者）； (f) 對某法團作出控制的人，而該法團屬(a)、(b)、(c)、(d)或(e)(i)段所述的人。 

條例訂明，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向屬喪失資格的人的法團批給牌照，而牌照可載有行政長官

會同行政會議根據第13C 條就關於該喪失資格的人和其所作出的控制而施加的條件。 

 3 該等因素包括對有關服務市場競爭的影響、為觀眾提供更多元化節目選擇的程度、對廣播業發

展的影響及對經濟帶來的整體利益。在《廣播條例》下如要豁免電視牌照申請人遵守有關喪失資

格的人的規定， 也須考慮此等因素。 

***********************  
資料來源: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電訊條例》(第 106 章)  
有關提供數碼聲音廣播服務的聲音廣播牌照申請 http://www.cedb.gov.hk/ccib/chs/legco/pdf/DAB_LegoCo_Brief.pdf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是由香港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愛地集團公司

合作組建，於 1994 年在中國深圳市註冊成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具有獨立法

人資格，主要從事房地產的開發、經營等業務。公司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提供先

進的住房設計及規劃，並引入高科技的配套同建材，從而使深圳市的房地產市場

對“住”的文化有新的體驗。  



資料來源: 百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深圳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類企業類型，屬於三資企業的一種。  
它包括法人型和非法人型兩種。外國合作者可以是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和

個人；中方合作者可以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經濟組織，但不能是個人。外方合

作者的投資比例一般不得低於註冊資本的 25%。公司的組織模式比較靈活，可以

採取董事會制，也可以採用聯合管理委員會制，或者委託管理制等。  
資料來源: 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三資企業是三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容許境外資本經營模式的簡稱，並各自有不

同之設立限制，這三種企業分別為：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外商獨資企業  
資料來源: 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資企業   
董事長 
董事長（Chairman of the Board/Chairman，日韓稱會長），又被翻譯成董事會主席、

董事局主席，公司三長之一（另二為執行長、財務長），指的是一家公司的最高

領導者，統領董事會。董事長也是董事之一，由董事會選出。 
董事長代表董事會領導公司的方向與策略   
董事長產生方法 i) 有限公司得不設董事長職銜，所以也不一定有董事會，但至少需從股東選出

一席董事（公司負責人）對外代表公司； ii) 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董事會，至少要設三席董事。董事長由董事會以全體董

事過半數同意選舉產生。  



 
董事長權限 
直接上級：董事會、股東（有限公司） 
下屬崗位：總經理（執行長、總裁） 
崗位性質：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重大事項的決策人   
董事長基本職務 
一般情況下，董事長對內為股東大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的最高負責人，對外

代表公司，是公司「所有權」的代表，類似古代君主的概念，是否是公司虛位元

首或握有實權，要依據各家企業的實際情況而定。根據中華民國公司法，董事會

由董事長召集，如要召開非例行性的股東大會，一般也只能由董事長召集（在特

殊情況下可由持有一定股份的股東或一定席位的董事聯名建議召集）。  
有實權的董事長可以代表董事會，挑選人才任命為公司的總裁／總經理

（President）或執行長（CEO），等於是委託公司的「經營權」給專業經理人。  
董事長其他職權 
如果公司內設有總裁／總經理（President）或執行長（CEO）等「最高責任者」

職位，基本上都是由董事長任命的，理論上董事長也可以隨時解除他們的職務；

不僅如此，董事長可以隨時解除任何員工的職務，除了董事（Member of the Board）和監事（Member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因為董事和監事不是公司

僱員，而是公司的主人和仲裁人。  
一位強大的董事長，可能擁有一家公司內真正的生殺大權，這種大權有時候來自

他掌握的多數股份，有時候來自他的人脈資源，或者來自他早年積累的威信，這

時董事會不過是其傀儡而已，總裁／總經理（President）和執行長（CEO）也必

須真正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對他負責。  
但事實上，部分公司的董事長只是一種榮譽性職務，就像君主立憲制下的皇室或

是「精神領袖」一樣，擁有無比尊榮的地位，卻從來不說有份量的話，在公司內

的實質地位並非舉足輕重。尤其是資產特別巨大、股權特別分散的公司（如跨國

企業、公營企業），各大股東及行政人員的關係非常複雜，董事長只是一個德高

望重、用來維持局面的職位而已，除了召開董事會外，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權力，

這時主要權力集中在總裁或執行長身上（有時連召開董事會都是應總裁或執行長

的要求）。  
不過也有許多公司的創辦人會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總裁（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President）或董事長兼執行長（Chairman and CEO），將大權獨攬於一

身。在香港公司董事長兼任公司最高行政職位者稱為執行主席，不擔任公司行政

職務則稱為非執行主席。  
資料來源: 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董事長   
東海集圑附屬公司  1. 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2. 深圳市天麒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3. 深圳市天麒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商業管理分公司 4. 深圳東海朗廷酒店 5. 東海航空有限公司 6. 東海公務機有限公司 7. 深圳東海安保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 深圳市港麗鄉村俱樂部有限公司 9. 深圳市東海港麗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0. 港麗實業（深圳）有限公司 11. 東海俊兆實業（深圳）有限公司 12. 深圳市東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海港麗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海港麗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是由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占 90%股份)
及港麗實業(深圳)有限公司(占 10%股份)於 2002 年 9 月共同出資成立，具有獨立

法人資格，註冊資金人民幣 1500 萬元。  
資料來源: http://www.eastpacific.com.cn/about/Default.aspx?n=5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是由香港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愛地集團公司

合作組建，於 1994 年在中國深圳市註冊成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具有獨立法

人資格，主要從事房地產的開發、經營等業務。公司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提供先

進的住房設計及規劃，並引入高科技的配套同建材，從而使深圳市的房地產市場

對“住”的文化有新的體驗。  



中文名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 1994 年  
標誌典範 
東海花園  
總建築面積  37 萬平方米  
集團介紹 
公司開發的“東海花園”，已成為深圳市豪宅的標誌典範，一、二期在 1999 年及 2000 年先後獲得國家建設部及國家科學技術部評為全國住宅性能“ 3A ”級住

宅，證明“東海花園”從科技進步、室內裝修、工程品質、環境品質、物業管理、

規劃設計均能符合國家的嚴格要求。  
東海花園一、二期總建築面積 37 萬平方米，合共提供 1,819 個住宅單元。已

建成包括 21 幢住宅大廈、兩個五星級豪華會所，設施包括兩個室外泳池及一個

室內恒溫泳池，兩個網球場、兩個健身室、一項室內電腦高爾夫類比練習室，以

及兩所特色餐廳，為來自中國、香港、臺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

其它國籍的業主提供完善的服務。在交通方面，與深圳地鐵車公廟站近在咫尺；

另東海花園特設的深港住客直通專車，為住戶每日提供 40 多班次往返市區及深

港兩地；還有東海培萃國際幼稚園及深圳外國語學校東海附屬小學，為東海花園

業主的子女提供完善的外國語教育。  
公司正作為母公司組建企業集團，控股子公司有：深圳市天麒貿易有限公司、深

圳海民實業有限公司、深圳東海物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益栢實業有限公司、深

圳市東海港麗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東港商貿有限公司。集團成員還

有：港麗實業（深圳）有限公司、東海俊兆實業（深圳）有限公司、東海博兆實

業（深圳）有限公司、東海泰兆實業（深圳）有限公司、深圳 港麗鄉村俱樂部 有

限公司、深圳東海安保物業管理公司、深圳東海培萃幼稚園。集團註冊資本總和

達人民幣 3.99 億元。  
集團已建成項目有：東海花園一、二期、君豪閣、東海十八居、港麗豪園、東海

景田銀座、東海萬豪廣場、東海坊、東海購物廣場。現擁有多塊土地儲備，即將

在深南大道旁建成 10. 8 萬平方米 辦公、 4. 2 萬平方米 酒店、 17. 6 萬平方



米 酒店式公寓、 6. 4 萬平方米 商業。  
集團投資組建註冊資本 1 億元的東海航空有限公司，經營國內航空貨運業務。 2006 年 8 月 8 日 ，東海航空首架貨機飛抵深圳，成為民營資本介入航空貨運

業的標誌。  
經營管理 
東海自成立以來，信譽良好的經營理念和優質的管理模式，提供創新的產品概念

下，已躍升成為國內優質的房地產發展商，成績有目共睹；在 2001 及 2002 年，

連續兩年獲得深圳市福田人民政府選為“納稅百強”，成為同業典範。東海更於 2001 年通過 ISO9000 ： 2000 年版國際品質體系認證，完善了管理體制，令

公司發展邁進一大步。  
東海一直秉乘“以人為本”的管理精神，特別注重人力發展及培訓，積極招納賢

才，組建了一支卓越的團隊。員工均以誠懇的服務態度，專業認真的辦事作風，

竭盡所能提供優質服務。地產專案由選址、構思開發、規劃建造以至物業管理，

每位員工均本著公司重視品質的要求，每個環節緊密合作，致力為業主提供美好

的居住環境，及創造商業先機。  
未來發展 
東海將以深圳為發展基地，再向中國其他地區輻射開拓發展，樹立公司品牌，提

升信譽形象。隨著國內經濟起飛，城市人口不斷增加，房地產市場必定持續增長。

東海對投資及發展國內房地產項目的前景充滿信心，並已達成洽購多塊發展用

地，以供東海未來數年開拓之用。  
公司榮譽 2006 至 2008 年間，東海在深圳開發的專案將達到 40 萬平方米。 1999 年 11 月，國家建設部、科技部授予東海花園一期“國家小康住宅示範社區“稱號” 2001 年 4 月，東海花園一、二期通過建設部“ 3A ”評選，終審成為全國首個 AAA 性能認定商品住宅 2001 年 11 月，東海花園獲選為“ 2001 中國名盤”及“最適合深圳人居住的十大

示範社區” 
深圳特區報頒發的“高檔豪宅開發模式典範”稱號 
深圳商報頒發的“深圳十大明星樓盤”稱號 
搜房網頒發的“網上深圳十佳經典樓盤”稱號 
深圳市園林協會、深圳市生態協會頒發的“園林綠化優質樣板工程”獎項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頒發的“深圳特區高檔社區成功開發典範” 



 
資料來源: 百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深圳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東海集團有限公司始創於 1994 年，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在房地產開發業

務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了商業地產、高級酒店、物業管理和航空運輸等領域，

成為一家實力雄厚的綜合性集團公司。東海集團秉承“只為高端”的品牌理念，

憑藉其優秀的建築品質、設計理念和管理質素屢次獲得國內及國外多項大獎，在

市場上產生了強大的品牌號召力及影響力。   
  房地產開發領域，東海集團秉持通過先進的住房設計及規劃，引入高品質的

配套及建材，使“住”文化有新體驗的宗旨。已建成項目有：東海花園、東海花

園福祿居、君豪閣、東海十八居、港麗豪園、東海景田銀座、東海萬豪廣場、東

海國際中心綜合體等項目。“東海國際中心綜合體”由高科技智慧甲級寫字樓、

五星級酒店、商務公寓和高端商業四大部分組成，高端精緻的綜合建築群成為深

南大道兩旁一道亮麗的風景。屢獲殊榮的“東海國際公寓”以紐約中央公園頂尖

豪宅 ONE 57、香港西九龍超高層豪宅天璽為藍本，力求為國內外財智精英們提

供一個盡情享受的城市核心居所。  
  在商業地產開發領域，東海坊、東海城市廣場、東海繽紛天地作為福田區香

蜜湖片區的高端商業配套，為深圳市民提供了優越的購物休閒體驗。東海繽紛天

地購物中心已於 2016 年 7 月開業，創“城市優尚生活”概念，打造時尚品味生

活體驗。面積約為 5 萬平方米，集合了國內外 200 余知名商家進駐，為四條地鐵

線路交匯上的商業專案。  
  集團旗下高端酒店——東海朗廷酒店，以迷人的風姿展現歐洲豪華酒店的古

典風華，從典雅舒適的豪華客房至富麗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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