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下表列出了於 2021 年刊登的紀律制裁。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16/12/2021 博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金國軍先生 公開譴責 紀律行動聲明 

趙輝先生 公開譴責 

09/12/2021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07/12/2021 浙江展望股份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費國楊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紀律行動聲明 

洪國定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洪春強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李張瑞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唐成芳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唐暻晶女士 公開譴責 

唐靖淇先生 公開譴責 

馬洪明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陸國慶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王和榮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洪金水先生 公開譴責 

陳金龍先生 公開譴責 

馮雲林先生 公開譴責 

王葉剛先生 公開譴責 

林亞女士 公開譴責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216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1216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209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209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1209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20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1207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17/11/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中國滙源果汁集團有限公

司朱新禮先生 

朱聖琴女士 

崔現國先生 

梁民傑先生 

宋全厚先生 

王巍先生 

趙亞利女士 公開批評 

16/11/2021 羅習之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15/11/2021 中國瑞風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開批評 新聞稿 

彭子瑋先生 公開批評 紀律行動聲明 

11/11/2021 大昌微綫集團有限公司 

張麗娜女士 

公開批評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02/09/2021 孫士佳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24/08/2021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賈躍亭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蔣超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李斌先生 公開譴責 

張巍先生 公開譴責 

劉弘先生 公開譴責 

劉江峰先生 公開譴責 

17/08/2021 聞凱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19/07/2021 錢鋼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王德群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11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1117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116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116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1116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115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1115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111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1111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9022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902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824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824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81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817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719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719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14/07/2021 龍潤茶集團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焦家良博士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焦少良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葉淑萍女士 公開譴責 

何文博士（又名陸平國） 公開譴責 

郭國慶先生 公開譴責 

郭學麟先生 公開譴責 

林紹雄先生 公開譴責 

劉仲華博士 公開譴責 

12/07/2021 瀛晟科學有限公司 公開批評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衛國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邢偉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李方先生 公開譴責 

林少鵬先生 公開批評 

黎明偉先生 公開批評 

劉信邦先生 公開批評 

07/07/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中國幸福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Stephen William Frostick 先生 

徐景安先生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批評 

李嘉琪女士 

劉雲明先生

程慧嫻女士

鄭俊德先生

黃勝藍先生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常峻先生

李智華先生 公開批評 

29/06/2021 中智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林宗良先生 公開譴責 

Michael James Sheehan 先生 公開譴責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714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714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712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712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70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707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29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629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28/06/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華訊股份有限公司 

林賢奇先生 

林子泰先生

蘇健鴻先生 

楊寶華女士 

劉靖女士 

范仲瑜先生 

丘銘劍先生 

嚴元浩先生 

連金水先生 

彭廣華先生 公開批評 

24/06/2021 辛軍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辛克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曾建中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莊衛東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莊學遠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15/06/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天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林建華先生 

林奇先生 

楊瑜銘先生 

區勵恒女士 

林鏗先生 

劉釗先生 

張睿佳先生 

劉乾宗先生 

王龍根先生 公開批評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284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628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24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624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15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15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615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10/06/2021 俞建秋先生 公開批評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08/06/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北斗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少岩先生 

崔冰岩女士 

郭愛群先生 

曹陽先生 

陳有方先生 

師鵬先生 公開譴責 

許麗欽女士 公開譴責 

楊育林先生 公開譴責 

高志凱先生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秦海波先生

姜曉斌先生

趙振興先生

林夏容女士

 韓雪女士 

楊漓雪女士 

孟淑華女士 公開譴責 

27/05/2021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公開批評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張建宏先生 公開譴責 

劉傳奇先生 公開批評 

劉億先生 公開批評 

崔同政先生 公開譴責 

傅軍先生 公開批評 

張建先生 公開批評 

吳濤先生 公開譴責 
公開批評 

丁良輝先生 公開批評 

楊曉勇先生 公開批評 

岳潤棟先生 公開批評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10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10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610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082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6082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608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2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2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527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26/05/2021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李子恆先生 公開譴責 

劉新生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招自康先生 公開譴責 

李永生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劉雲翔先生 公開譴責 

吳偉雄先生 公開譴責 

譚德華先生 公開譴責 

17/05/2021 陳信義先生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劉敏先生 公開譴責 

許志峰先生 公開譴責 

諸燕舟女士 公開譴責 

黃達仁先生 公開譴責 

周國華先生 公開批評 

蘇汝佳先生 公開批評 

13/05/2021 柯吉熊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柯文托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曹旭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連碧玉女士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張國端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張道沛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14/04/2021 中國唐商控股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周厚杰先生  公開譴責 

陳偉武先生 公開批評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26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26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526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1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1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517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13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13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513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414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414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07/04/2021 心心芭迪貝伊集團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陳麟書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姚冠邦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30/03/2021 中國宇天控股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王雪梅女士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王進東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程波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王中華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唐夕廣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趙海波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黃志偉先生 公開譴責 

29/03/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光宇國際集團科技有限公司 

宋殿權先生

羅明花女士 

李克學先生 

邢凱先生 

劉興權先生 

張立明先生 

高雲智博士 

李增林先生

朱豔玲女士 

肖建敏先生 公開批評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40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407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330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330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329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329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17/02/2021 林清雄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邱志強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鄧慶輝先生 公開譴責 

陳瑞華先生 公開批評 

馬崇啟先生 公開批評 

俞毓斌先生 公開批評 

08/02/2021 夏振揚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08/02/2021 何笑明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 何
先生

紀律行動聲明 – 謝
女士 

謝雁女士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03/02/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光滙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唐波先生  

戴珠江先生

趙利國先生 

王恬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217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217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208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2081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208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2033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203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2083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2082_SoDA_c.pdf?la=zh-HK


日期 公司/姓名 制裁 詳情 

01/02/2021 浩沙國際有限公司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施洪流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施鴻雁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施志雄先生 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 

姚戈先生 公開譴責 

何文義先生 公開譴責 

22/01/2021 公開譴責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譴責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公開批評 

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洪聰進先生 

陳美惠女士 

廖文毅先生

Frank Karl-Heinz Fischer 先生

陳偉鈞先生 

吳嘉明先生

韓千山先生 

李建國先生 公開批評 

08/01/2021 新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公開批評 新聞稿 

紀律行動聲明 陳承守先生 公開批評 

註： 

(1) 損害權益聲明：根據上市規則第 2A 章（GEM 上市規則：第 3 章）作出若董事仍留任公司董事會將有損投資

            者的權益之聲明；或董事不勝任聲明。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201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201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1222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122_SoDA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108new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10108_SoDA_c.pdf?la=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