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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详细资料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许文辉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机械工程理学士（一等荣誉学位）

伦敦大学，帝国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特优)

哈佛商学院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主席

3	 立通网络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4	 向阳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主席与	

	 	 	 	 执行总裁

5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6	 Four	Soft	Ltd	 董事

7	 AAC	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8	 Infiniti	Solutions	Ltd	 主席

9	 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10	 First	Spring	Ltd	 董事

11	 800buy.com	 主席

12	 吴德南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

13	 南洋理工大学理事会	 主席

14	 新加坡商业联合总会	 理事会成员

15	 哈佛新加坡基金会	 董事

16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成员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精创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

2	 伟城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

3	 QAD	Inc,	美国	 董事

4	 Intelsat	Ltd,	百慕达	 董事

5	 宏道信息公司，美国	 董事

6	 Connexwave	Pte	Ltd	 董事

7	 Insuretrek	Pte	Ltd	 董事

8	 Aims	Lab	Pte	Ltd	 董事

9	 Anytime	Pte	Ltd	 董事

10	 双赢管理咨询(亚洲)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11	 Delteq	Ltd	 董事

12	 Xuehui	Holdings	Pte	Ltd	 董事

13	 Chateray	Ltd,	香港	 董事

14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临时理事会,	新加坡	 成员	

15	 Norelco	UMS	Holdings	Ltd	 董事

16	 新加坡航空公司	 主席

17	 新航工程有限公司	 主席

戴国良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工商管理硕士

哈佛大学	

理学士

伦斯莱尔理工学院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副主席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副主席

3	 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4	 DBS	Diamond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5	 星展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6	 星展集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7	 Hutchison	DBS	Card	Limited	 董事

8	 PT	Bank	DBS	Indonesia	 监事长

9	 嘉德置地有限公司	 董事	

10	 万事达卡亚太有限公司	 董事

11	 新加坡电信有限公司	 董事

12	 ABS	Council	 理事会成员

13	 三藩市亚洲艺术博物院	 信托人

14	 亚洲文明博物馆	 董事

15	 美国百人会	 董事

16	 吴庆瑞博士奖学金基金会	 董事

17	 伦斯莱尔理工学院	 信托人

18	 三藩市交响乐团	 执行理事

19	 新加坡商业联合总会	 理事会成员

20	 新加坡董事学会	 特别会员

21	 银行与财务学院	 理事会成员

22	 	香港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	 董事

23	 Ayala	DBS	Holdings	Inc.	 董事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道亨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海外有限公司	 董事

3	 BPI	Capital	Corporation	 董事

4	 菲律宾群岛银行	 董事

5	 仲量联行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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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详细资料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黄钢城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香港英文学校证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副主席

3	 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4	 星展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5	 DBS	Diamond	Holdings	Ltd	 副主席

6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7	 Ayala	DBS	Holdings	Inc.	 董事

8	 新加坡旅游局	 董事

9	 香港大学	 大学评议会成员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广安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海外有限公司	 主席

3	 道亨金融有限公司	 主席

4	 利丰雅高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5	 菲律宾群岛银行	 董事

洪光华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经济学理学士(二等一级荣誉学位)

英国赫尔大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曼谷合成材料公司	 董事

4	 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公司	 董事

5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6	 K1	创业公司	 董事

7	 Lieng	Chung	Corporation	(Kowloon)	Ltd	 董事

8	 大众钢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9	 海皇轮船有限公司	 董事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新加坡邮政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2	 南方钢铁(厦门)有限公司	 董事

3	 新加坡电信有限公司	 主席

4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席

5	 Eastern	Industries	Private	Limited	 主席

6	 东方预筑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7	 NatSteel	Chemicals	Ltd	 董事

8	 SteelAsia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董事

9	 SteelAsia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rporation	 董事	

10	 马来西亚南方钢铁公司	 董事

11	 皇冠中央资产有限公司	 董事

12	 Glory	Central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吴玉麟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工程学士

悉尼大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4	 02	Micro	Pte	Ltd	 董事

5	 帕拉图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6	 帕拉图资本有限公司	 董事

7	 02Micro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8	 胜科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

9	 胜科海事有限公司	 主席

10	 Yew	Lian	Property	&	Investment	(Pte)	Ltd	 董事

11	 Marigold	Holdings	(Pte)	Ltd	 执行董事

12	 南洋理工大学	 理事会成员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联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新加坡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3	 大士能源有限公司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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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详细资料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柯宗盛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工程学士

新加坡大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埃克森美孚亚太区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4	 埃索中国公司	 主席

5	 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副主席

6	 	埃克森美孚石油新加坡		 	

	 私人有限公司(成员自动清盘)	 主席

7	 Mobil	Asia	Marketing	Pte	Ltd		

	 	 (成员自动清盘)	 董事

8	 Mobil	South	Asia	Investments	Ltd	 董事

9	 淡马锡资金(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新加坡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2	 新传媒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3	 新传媒电台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4	 新传媒制作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5	 新传媒电视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6	 新传媒电视12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7	 新传媒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主席

梁振英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工商管理荣誉博士

西英格兰大学

工商管理荣誉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4	 ACE	Link	Property	Ltd	 董事

5	 腾飞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6	 沛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7	 沛胜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8	 宝曼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

9	 旺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10	 华居有限公司	 董事

11	 梁振英测量师有限公司	 董事

12	 梁振英(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

13	 龙传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

14	 戴德梁行数码信息(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

15	 戴德梁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16	 戴德梁行数码信息有限公司	 董事

17	 戴德梁行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

18	 戴德梁行	 董事

19	 戴德梁行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	

20	 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21	 戴德梁行－北京	 董事

22	 戴德梁行－重庆	 董事

23	 戴德梁行－大连	 董事

24	 戴德梁行－广州	 董事

25	 戴德梁行物业管理	

	 	 (广州)有限公司	 董事	

26	 戴德梁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27	 戴德梁行－上海	 董事

28	 戴德梁行－天津	 董事

29	 DTZ	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30	 DTZ	Japan	K.K.	 董事

31	 DTZ	Japan	Ltd	 董事

32	 DTZ	Pacific	Holdings	Ltd	 董事

33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	 董事

34	 DTZ.com	Ltd	 董事

35	 DTZ.com.hk	Ltd	 董事

36	 DTZWorld.com	Ltd	–	开曼	 董事

37	 DTZworld.com	Ltd	–	香港	 董事

38	 EastInn	Hospitality	Services	Ltd	 董事

39	 EuroAsia	Properties	Ltd	 董事

40	 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		

	 	 (前称泛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41	 HK	Millennium	Ltd	 董事

42	 吉宝企业有限公司	 董事

43	 Lotvest	Ltd	 董事

44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

45	 深圳戴德梁行估价与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	

46	 香港专业联盟有限公司	 董事

47	 Wintrack	Worldwide	Ltd		 董事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2	 道亨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

3	 星展海外有限公司	 董事

4	 Jumbo	Land	Ltd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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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NARAYANA	MURTHY	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科技硕士

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

工程学士

迈索尔大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Infosys	技术有限公司	 主席

4	 印度储备银行中央理事会	 董事

5	 	印度资讯科技学院，		 	

	 班加罗尔	 主席

6	 印度管理学院，阿哈迈达巴德	 主席

7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校监董事会成员

8	 康乃尔大学	 基金董事会成员

9	 	塔克商学院	William	F.	Achtmeyer	

	 	 全球领导中心	 顾问董事会成员

10	 新加坡管理大学	 基金董事会成员

11	 Infosys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主席

12	 BT	Asia	Pacific	Advisory	Board，比利时	 董事

13	 Infosys	Consulting	Inc,	美国	 董事

14	 新德里电视有限公司	 董事

15	 史坦福大学工商管理		

	 	 研究生院	 会员	

16	 Hero	Mindmine	Advisory	Board	 会员

17	 	INSEAD’s	Global	India	Council	&		 	

	 International	Council	 会员

18	 拉法基国际咨询委员会	 会员

19	 联合国基金会	 董事

20	 	耶鲁大学校长委派		 	

	 国际事务委员会	 顾问组成员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班加罗尔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董事

2	 Indo-British	Partnership	 联合主席

王文辉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工商管理硕士

史坦福大学

经济学士(荣誉)

阿德雷特大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海事及港务管理局	 主席

4	 加略山浸信会	 执事

5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国家委员会	 会员

6	 价值创新行动库有限公司	 董事

7	 新加坡—印度伙伴基金会	 董事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

公司	 	 	 	 职衔

1	 科技创业投资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2	 Alpha	Society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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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详细资料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JOHN	ALAN	ROSS	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工商管理硕士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文学士

霍巴特学院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犹太人博物馆，纽约	 董事部成员／信托人

4	 大都会歌剧院公会	 董事部成员／信托人

5	 美国之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华盛顿特区	 董事部成员／信托人	

6	 霍巴特与威廉史密斯学院	 信托人

7	 AirTV	Holdings	Inc	 总裁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德意志银行信托公司	 董事

2	 德意志信孚银行	 董事

3	 Global	Mezzanine	Inc	 董事

4	 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顾问小组	 成员	

5	 GMI	Capital	Corporation	 董事

6	 AirTV	Limited	 总裁

7	 LarkSat	Limited	 总裁

王玉强先生

学历与专业资格：

工程学士(一等荣誉学位)

马来亚大学

理学硕士(电子工程)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特优)

麦吉尔大学	

现任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2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董事

3	 Advanced	Products	Corporation	Pte	Ltd	 董事

4	 Cebelian	Holdings	Pte	Ltd	 董事

5	 新加坡国立大学理事会	 主席

6	 EAS	Security	Systems	Pte	Ltd	 董事

7	 Innovative	Trek	Technology	Pte	Ltd	 董事

8	 Multitech	Systems	Pte	Ltd	 董事

9	 NLW	Pte	Ltd	 董事

10	 Pintarmas	Sdn	Bhd	 董事

11	 PT	Venture	Electronics	Indonesia	 董事

12	 新航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

13	 V-Design	Services	(M)	Sdn	Bhd	 董事

14	 Technocom	Systems	Sdn	Bhd	 董事

15	 优力精密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董事

16	 Ventech	Data	Systems	Pte	Ltd	 董事

17	 Ventech	Investments	Ltd	 董事

18	 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席兼执行总裁

19	 Venture	Electronics	(Europe)	B.V.	 董事

20	 Venture	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Inc.	 董事

21	 Venture	Electronics	Solutions	Pte	Ltd	 董事

22	 Venture	Electronics	Spain,	S.L.	 董事

23	 Venture	Hungary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董事	

24	 VIPColor	Technologies	Pte	Ltd	 董事

25	 VIPColor	Technologies	USA,	Inc.	 董事

26	 VM	Services,	Inc.		 董事

27	 VS	Electronics	Pte	Ltd	 董事

28	 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	 董事

过去三年担任的董事职务

公司	 	 	 	 职衔

1	 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

2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