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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志偉律師為企業法律顧問團隊的合夥⼈。
他具逾20年的企業融資經驗，專⾨就⾹港交易所主板及創業板進⾏的⾸次公開招股提供諮詢，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的上市事宜。
他在併購，企業重組，⾹港上市規則及本地證券監管規則的合規事宜上亦擁有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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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績記錄
利華控股集團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國泰君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春泉產業信託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Magnum Entertainment Group Holdings Limited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隆基泰和（SEHK：1281）以3.863億港元收購開世中國控股有限公司74.9％的權益，及其隨後的根據《收購守則》以最⾼1.341億港元對剩餘權益的
強制性無條件現⾦要約並註銷開世中國所有尚未⾏使的購股權。
該交易要求開世中國進⾏資產重組及實物分配地產開發業務，供應商將進⼀步
提出⾃願全⾯要約收購該分配業務。
要約⼈的財務顧問是中國國際⾦融⾹港證券有限公司，開世中國的財務顧問是⼋⽅⾦融有限公司。

恩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盈健醫療集團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興業銅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琥珀能源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摩⽐發展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星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理⼠國際技術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中國新經濟投資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進⾏供股（集資額約7.1億）。

Magnum Entertainment Group Holdings Limited被獨⽴第三⽅以4.04億港元從控股股東購⼊69.01％權益及無條件現⾦收購建議。

中國綠寶集團有限公司在⾹港交易所主板上市（涉資7.07億港元（9100萬美元））
，擔任保薦⼈安信融資（⾹港）有限公司之保薦⼈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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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篇章
合著者（2022年1⽉)。‘What A Director Needs To Beware After Resigning From A Listed Company?’ (上市公司董事辭職後應注意什麼?)。
⾹港: ⾹
港律師。

合著者（2021年12⽉）。‘Keeping up to date with Hong Kong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in the ESG space’ (⾹港在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領域的最
新監管發展

合著者（2021年10⽉）。‘Letter to Hong Kong Lawyer – Independence Or Interdependence? The way forward for long-serving INEDs’ (給《⾹港
律師》的信 – 獨⽴還是相互依存？連任多年的獨董的未來之路)。⾹港: ⾹港律師。

合著者（2021年5⽉）。‘Abuse or Amuse – Disciplinary Powers and Sanctions on Professional Advisers?’ (對專業顧問的紀律處分和制裁是否必
要？)。
⾹港: ⾹港律師。

合著者（2020年12⽉）。‘The storm is coming, where can the Greater China Issuers go?’（⾵暴來了，⼤中華發⾏⼈可以去哪裡？
）。
⾹港

合著者（2020年9⽉）。‘Corporate WVR Bene ciaries: Striking the Right Balance’（法團⾝份的不同投票權受益⼈ : 取得適當平衡）。
⾹港: ⾹港律
師。

合著者（2020年4⽉）。‘Codifying the Waiver of Company Secretary Quali cations into Listing Rule 3.28: What Does this Entail?’ （將豁免公司秘
書資格編⼊《上市規則》第3.28條：這意味著甚麽？
）。
⾹港: ⾹港律師。

合著者（2020年3⽉17⽇）。‘Impact of coronavirus on the listed issuers in Hong Kong’（新型冠狀病毒對⾹港上市公司的影響）。
⾹港

合著者（2019年12⽉）。‘New Reverse Takeover Regime: Shutting the Backdoor?’（ 反收購⾏動新制度：防⽌借殼上市？
）。
⾹港: ⾹港律師。

合著者（2019年9⽉）。‘New Delisting Regime – a Fairer Game for Investors?’（新除牌制度−對投資者更公平？
）。
⾹港: ⾹港律師。

合著者（2019年3⽉）。‘Listing Rule 13.50A: A Double-Edged Sword’（
《上市規則》第13.50A條：⼀把雙刃劍）。
⾹港: ⾹港律師。

合著者（2018年11⽉）。‘The MMO approach for Hong Kong IPOs cannot be ignored’（在⾸次公開招股中實⾏「混合媒介要約」不容忽視的重要
性）。
⾹港: ⾹港律師。

合著者（2018年10⽉）。‘Do We Have Enough Investor Protection Under the New Listing Regime for Companies in the New Economy?’（在為新
經濟公司⽽設的新上市機制下，投資者是否享有充分保障？
）。
⾹港: ⾹港律師。

作者（2014年11⽉）。‘Failure to Hold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 Material Non-Compliance for the Purpose of Listing in Hong Kong?’ （沒有舉
⾏週年成員⼤會：就⾹港的上市事宜⽽⾔是否屬於具重⼤影響的不合規事件？
）。
⾹港: ⾹港律師。

作者（2014年7⽉3⽇）。‘Circular Requirement for Major Transactions: What Cathay Paci c’s Recent Fleet Acquisition Can Teach Us about
Saving Costs and the Environment’（有關主要交易的通函規定：國泰航空近期購置⾶機的例⼦，在節省費⽤和減輕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給
予我們⼀些什麼啟發？
）。
⾹港: ⾹港律師。

作者（2014年1⽉）。‘A Further Understanding – A New Property Valuation Regime for Listing Applicants and Issuers’ （進⼀步認識 – 上市申請⼈
及發⾏⼈設⽴的新物業估值制度）。
⾹港: ⾹港律師。

作者（2013年8⽉）。‘Diagrammatically Good: Understanding the New Property Valuation Regime for Listing Applicants and Issuers’（ 引⼊圖表
的好處：了解為上市申請⼈及發⾏⼈設⽴的新物業估值制度）。
⾹港: ⾹港律師。

作者（2013年4⽉）。‘Failure of the SFC and SEHK to promote the MMO approach for Hong Kong IPOs’（ 證監會與聯交所未能對本港的⾸次公
開招股實⾏「混合媒介要約」
）。
⾹港: ⾹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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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公開活動
主講者（2021年10⽉22⽇）。
《中學⽣⽣涯規劃分享會》, ⾹港中華總商會。

主講者（2021年1⽉26⽇）。
《市場新洞察系列「資本市場動態」》, ⾹港。

主講者（2017年11⽉15⽇）。
企業沙⿓：上市改⾰ – 新股發⾏在⾹港的趨勢和發展，⾹港。

主講者（2017年8⽉23⽇）。
新規則，新機遇 – ⾹港創新板上市新規論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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