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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誠邀 閣下，對現時上市發行人公告發布常規的一些修訂方案發表意見。

上述修訂是必需的，因為這樣可方便上市發行人更及時地把其資料通過香港

交易所網站及創業板網站披露。

我們建議的方案撮要如下：

1. 准許上市發行人在聯交所交易時間內，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創業板網站

（視屬何情況而定）上發布公告。不過，為方便公眾消化公告內容起見，

上市發行人發布公告須受適當的停板時間規限，而停板時間長短則視乎

公告性質而定。

2. 聯交所在收到上市發行人所發出的主板及創業板公告後首個半小時那刻，

即可將有關公告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創業板網站（視屬何情況而定）上發

布；公告每隔半小時一批，於每個半小時那刻發布。所有交易復板亦只

會在每個半小時那刻進行。

3. 上市發行人在發布以下公告時，並不需要停板：

i. 第39.2段的標準公告（如屬主板）及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公告（如

屬創業板）；及

ii. 那些在發布前不須聯交所審閱的公告（業績公告除外）。

4. 上市發行人在發布所有公司業績公告時，至少需要停板60分鐘。

5. 上市發行人在發布那些所有在發布前須由聯交所審閱的公告（第39.2段的

標準公告（如屬主板）及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公告（如屬創業板）除外）

時，則至少需要停板1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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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載列於本文件第9頁至第18頁的諮詢問卷，逕交：

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1樓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

傳真：(852) 2868 5028

或者， 閣下亦可以登入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填妥並提交網站上的電子版本問卷來表示意見。

諮詢的截止日期為200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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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1 聯交所誠邀　閣下，對現時上市發行人公告發布常規的一些修訂方案發

表意見。上述修訂是必需的，因為這樣可方便上市發行人更及時地把其

資料通過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創業板網站披露。

我們目前對上市發行人公告的分類及各項不同的公告發布常規

主板

2 主板上市發行人的公告可以根據其不同性質大致分為四大類，因此各有

不同的發布要求：

i. 第一類  —

即第39.2段的標準公告。有關公告主要是為回應股價及／或成交量不

尋常的波動，其內容標準化而且容易理解，故此，有關公告目前在

交易時間內會透過大利市機公布，並隨後在香港交易所網站上刊載。

有關公告不必在報章上刊登。

ii. 第二類  —

即公司業績公告。由於業績乃屬「股價敏感」的資料，而且也屬緊急

性質，因此有關公告目前在交易時間之後（或在午膳時間）會透過大

利市機公布。業績公告全文必須於翌日在報章及香港交易所網站上

刊載。

iii. 第三類  —

即目前會在報章及香港交易所網站上刊載，並且不必在公布前由聯

交所審閱的公告。有關公告的例子包括召開股東大會通告及公司董

事更替通知。

iv. 第四類  —

即目前會在報章及香港交易所網站上刊載，並且必須在公布前由聯

交所審閱的公告。上市發行人大部份公告屬於這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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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

3 同樣，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公告可以根據其不同性質大致分為四大類，

因此也各有不同的發布要求：

i. 第一類  —

即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公告。有關公告主要是為回應股價及／

或成交量不尋常的波動，其內容標準化而且容易理解，故此，有關

公告目前會在交易時間內透過大利市機公布，並隨後在創業板網站

上刊載。有關公告不必在報章上刊登。

ii. 第二類  —

即公司業績公告。由於業績乃屬「股價敏感」的資料，而且也屬緊急

性質，因此有關公告目前在交易時間之後（或在午膳時間）會透過大

利市機及創業板網站公布。

iii. 第三類  —

即所有目前在股份交易開始之前一般會透過創業板網站公布，並且

不必在公布前由聯交所審閱的公告。有關公告的例子包括召開股東

大會通告及公司董事更替通知。

iv. 第四類  —

即所有目前在股份交易開始之前一般會透過創業板網站公布，並且

必須在公布前由聯交所審閱的公告。上市發行人大部份公告屬於這

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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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問題及我們的建議

上市發行人在聯交所交易時間內發布公告須受停板時間規限

4 為保持市場運作公平、有秩序，我們目前的常規是，所有必須由聯交所

審閱的公告（第39.2段的標準公告（如屬主板）及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

公告（如屬創業板）除外）只可以於市場午市結束後發布，而報紙是所有主

板上市發行人發布公告的正式渠道。

5 鑑於現今科技日新月異，加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股票交易活動日

益全球化，我們肯定有需要規定上市發行人須更及時地向公眾披露資料。

為方便上市發行人更及時地向公眾披露資料，我們建議准許上市發行人

在交易時間內，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創業板網站上發布公告，不過，為

方便公眾消化公告內容起見，上市發行人發布公告須受適當的停板時間

規限，而停板時間長短則視乎公告性質而定。

6 我們就不同類別之公告採用合適長短的停板時間的建議假如得以實施，

將可以取得以下一個平衡：上市發行人既可以及時地發布公告，公眾亦

可以有充份時間閱讀及消化公告內容，以避免形成證券買賣虛假市㪫。

建議

7 我們建議准許上市發行人在聯交所交易時間內，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創

業板網站（視屬何情況而定）上發布公告。不過，為方便公眾消化公告內

容起見，上市發行人發布公告須受適當的停板時間規限，而停板時間長

短則視乎公告性質而定。

問題1：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上市發行人的公告應於交易時間內由聯交所

發布？

問題2：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為方便公眾消化公告內容起見，我們有需要

制定停板時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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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時間內發布公告及交易復板的方式及模式

8 由於聯交所全日均接到上市發行人的公告，因此聯交所就可在一收到公

告的時候，將有關公告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創業板網站上發布。這種做

法，至少在短期而言，會導致公眾需要經常到訪網站，查看上市發行人

的最新公告，造成市場不必要的混亂。為了使公告發布及交易復板的做

法有秩序地進行，避免市場不必要的混亂，並使公眾更能掌握公告發布

及交易復板的時間，我們有必要對公告發布的時間和交易復板的時間，

發出清晰的指引。

建議

9 我們建議，聯交所在收到上市發行人所發出的主板及創業板公告後首個

半小時那刻，即可將有關公告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創業板網站（視屬何情

況而定）上發布；公告每隔半小時一批，於每個半小時那刻發布。所有交

易復板亦只會在每個半小時那刻進行。當市場用戶熟習新的發布模式以

後，我們可能會考慮在一收到公告時就馬上將公告發布，而不再等到下

一個半小時。不過，交易復板就只會於每個半小時那刻進行，以方便管

理及令市場更清楚交易復板的實際時間。

問題3：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聯交所在收到上市發行人的公告後，就應在

緊接之半小時那刻將整批公告發布？

所需的停板時間

10 停板是為了讓公眾消化通告內容，而停板時間須視乎有關公告的性質及

複雜程度而決定。對停板時間長短的任何建議均須平衡以下兩種因素－

儘可能減低停板時間，但同時要確保公眾有充份時間閱讀及消化公告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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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39.2段的標準公告（如屬主板）及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公告（如屬創

業板）（即分別於上文第2及第3段簡述的第一類公告），主要是為回應股價及／

或成交量不尋常的波動，其內容標準化而且容易理解。這類公告現時於

交易時間內公布，上市發行人毋須停板。

12 不必在公布前由聯交所審閱的公告（即分別於上文第2及第3段簡述的第三

類公告），包括召開股東大會通知及公司董事更替通知。這類公告內容一

般非常簡單。 我們認為，這類公告可以在交易及非交易時間內在香港交

易所網站或創業板網站（視屬何情況而定）上刊載公布，而有關上市發行

人則毋須停板。

13 短格式業績公告乃屬股價敏感資料，並以短小既定的表格形式登載；相

反，較長格式業績公告則包括對上市發行人業績的詳細披露。由於兩種

形式的業績公告均包含股價敏感的資料，我們認為，上市發行人需要停

板至少60分鐘。打算於聯交所交易時間內公布業績的公司，在公布有關

公告時必須將其證券停止買賣至少60分鐘。停板自聯交所收到業績公告

之時開始。股份買賣將會於業績公告在香港交易所網站或創業板網站（視

屬何情況而定）刊載之後60分鐘恢復。在任何一個營業日早上開市或下午

開市前一小時發布業績公告，上市發行人則不必停板。

14 至於在公布前須由聯交所審閱的公告（即分別於上文第2及第3段簡述的第

四類公告），其內容可能相當複雜，而公眾可能需要大量時間閱讀、消化

並評估對有關情況的影響。我們因此認為，上市發行人需要停板至少120

分鐘。打算在聯交所交易時間公布這類公告的公司，在公布有關公告時

必須停止其證券交易，直至有關公告在香港交易所網站或創業板網站（視

屬何情況而定）上公布後相隔至少120分鐘為止。這段最低停板時間會由

聯交所收到公告定稿（可以公布稿）之時開始計算。

建議

15 我們建議，上市發行人在發布以下公告時，並不需要停板：

i. 第39.2段的標準公告（如屬主板）及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公告（如

屬創業板）（即分別於上文第2及3段簡述的第一類公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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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那些在發布前不須由聯交所審閱的公告（即分別於上文第2及第3段簡

述的第三類公告）。

問題4：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上市發行人在發布第  39.2段的標準公告

（如屬主板）及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公告（如屬創業板）時，並

不需要停板？

問題5：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上市發行人在發布那些不須由聯交所審

閱的公告時，並不需要停板？

16 我們建議，上市發行人在發布所有公司業績公告（即分別於上文第2及第

3段簡述的第二類公告）時，均需要停板至少60分鐘。

問題6：

你認為上市發行人需要停板多久，才能使市場消化有關的業績公告內容？

17 我們建議，上市發行人在發布那些在公布前須由聯交所審閱的公告（即分

別於上文第2及第3段簡述的第四類公告）時，均需要停板至少120分鐘。

問題7：

你認為上市發行人需要停板多久，才能使市場消化那些須由聯交所審閱

的公告內容？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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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聯交所誠邀 閣下對以上建議方案發表意見。請填妥以下問卷，逕交：

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1樓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

傳真：(852) 2868 5028

或者， 閣下亦可以登入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填妥並提交網站上的電子版本問卷來表示意見。

為方便 閣下回應本諮詢文件所載列的諮詢事宜，我們特地設計了以下問卷。

這問卷有助香港交易所更準確地分析所得結果，以及確保我們更能充分了解

公眾意見，以便制定上市政策。請在每條問題後的空白位置發表意見及評論。

我們會根據已填妥的問卷分析 閣下對建議方案的回應和意見。

諮詢的截止日期為2002年4月2日。

提供個人資料

雖然 閣下應邀填妥及交回以下問卷，不過，假如 閣下不願意的話，亦可毋

須提供個人資料。假如 閣下自願選擇向我們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則 閣下應

留意以下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致力保護作答問卷人士

自願向香港交易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私隱。除非法律容許或規定，

否則香港交易所不會在未經 閣下同意的情況下，披露可能包括姓

名、地址、電郵地址、登入名稱等等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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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香港交易所所收集的作答問卷人士的個人資料，將會用於以下一

個或以上用途：

‧ 用作履行香港交易所及其附屬公司在有關法律、規則及規例項

下的功能

‧ 用作研究及統計

‧ 用作任何其他合法方面

除非獲得 閣下授權或在法律准許或規定可使用的情況下，否則香

港交易所所收集的個人資料不會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3. 香港交易所已設定保障措施，保護作答問卷人士的個人資料免受遺

失、誤用及更改。個人資料將予保留，直至香港交易所及其附屬公

司適當完成有關工作為止。

4. 假如 閣下希望查閱及／或修改由香港交易所持有有關 閣下的個

人資料，可以作出書面要求，來函請寄：

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1樓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cvw@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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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可以自行選擇是否提供以下個人資料：

閣下的聯絡資料

姓名 :

公司 :

電話號碼 :

電郵地址 :

以下人口數據將供香港交易所用作統計及分析是次諮詢活動的結果：

請用 ✓ 號選擇以下其中一項，以顯示 閣下所代表的組織或社會階層：

■ 上市發行人－主板
■ 上市發行人－創業板
■ 專業機構
■ 市場從業人士（會計師、法律顧問、財務顧問、保薦人等等）
■ 機構投資者
■ 散戶投資者
■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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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問題  1: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上市發行人的公告應於交易時間內由聯交所
發布？

■ 同意

■ 不同意（請  ✓ 以下一項原因）

■ 公告應該限於每個交易日收市之後公布，而非於交易時間
內公布。請說明你的理由。

■ 其他意見

■ 其他一般評語



✄14

問題  2：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為方便公眾消化公告內容起見，我們有需要
制定停板時間規定？

■ 同意

■ 不同意（請  ✓ 以下一項原因）

■ 公眾並不需要停板的時間來消化公告內容。請說明你的理
由。

■ 其他意見

■ 其他一般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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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聯交所在收到上市發行人的公告後，就應在
緊接之半小時那刻將整批公告發布？

■ 同意

■ 不同意（請  ✓ 以下一項原因）

■ 公告應由聯交所在收到上市發行人的公告後隨即公布。

■ 其他意見

■ 不適用。我們並不同意你在問題  1所載列的建議。

■ 其他一般評語



✄16

問題   4：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上市發行人在發布第  39.2段的標準公告（如
屬主板）及規則第17.11條附註2的標準公告（如屬創業板）時，並不需要停
板？

■ 同意

■ 不同意（請  ✓ 以下一項原因）

■ 需要停板至少  30 分鐘
■ 需要停板至少  60 分鐘

■ 其他意見

■ 其他一般評語



✄ 17

問題   5：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即上市發行人在發布那些不須由聯交所審閱的
公告時，並不需要停板？

■ 同意

■ 不同意（請  ✓ 以下一項原因）

■ 需要停板至少  30 分鐘
■ 需要停板至少  60 分鐘

■ 其他意見

■ 其他一般評語

問題   6：

你認為上市發行人需要停板多久，才能使市場消化有關的業績公告內容？

■ 不需要停板
■ 至少  30 分鐘
■ 至少  60 分鐘
■ 至少  90 分鐘
■ 其他：（請說明）



✄18

問題   7：

你認為上市發行人需要停板多久，才能使市場消化那些須由聯交所審閱
的公告內容？

■ 不需要停板
■ 至少  30 分鐘
■ 至少  60 分鐘
■ 至少  90 分鐘
■ 其他：（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