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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上市規則》修訂 

 

 

第二 A 章 

 

總則 

 

上市委員會、上市上訴委員會及上市科的 

組織、職權、職務及議事程序 

 

上巿上訴委員會的職務及職權 

 

2A.36. 就上市委員會對下列任何事宜作出的任何決定而言，上市上訴委員會將 

作為覆核機關 ：  

(5)  上巿發行人的上巿資格被取消；或 

 

(6)  根據《上市規則》第 2A.09(2)條、 (3)、 (5)、(7)、(8)或 (9)條而作

出的任何決定；或。 

 

(7) [已刪除]發行人的股份須依據《上市規則》第 6.07 條而予以復牌。  

 

 

第二 B 章 

 

總則 

 

覆核程序 

 

由上市上訴委員會考慮的覆核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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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07 就上市委員會或上市（覆核）委員會對下列任何事宜作出的任何決定而

言，上市上訴委員會將作為覆核機關： 

 …  

 

  (5) 取消上市資格 

 

(a) ... 

 

(b) 如上市委員會認為有需要為保障投資者或維持市場有序運作

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6.01 條，又或在《上市規則》第 

6.01(2)、 (3)或(4)條或第 6.01A(1)條所載的任何情況下決定

取消上市發行人的上市資格，該上市發行人有權要求將該項

決定提交上市 （覆核）委員會覆核。 

 

(c) 如上市（覆核）委員會贊同、修正或更改上市委員會較早前

的 決定，則該上市發行人有權將該項決定提交上市上訴委員

會作 進一步及最後的覆核。上市上訴委員會的覆核決定是最

終裁決， 對該上市發行人具有約束力。 

 

(d) 為免生疑問，根據上述(b)分段取消上市資格的決定概受本章

所載程序規限，不論取消上市資格的理由是或包括上市發行

人違反《上市規則》。 

 

 附註：有關除牌程序，請參閱《第 17 項應用指引》。 

 

 

(6)  [已刪除] 復牌 

 

(a) 如上市委員會拒絕了上市發行人有關停牌或繼續停牌的要求， 

又或在適當情況下，上市委員會擬發出復牌指令，則上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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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如接獲要求，將給予書面理由，而發行人也有權將該

項裁決 提交上市（覆核）委員會覆核。 

 

(b) 如上市（覆核）委員會贊同、修正或更改上市委員會的裁決， 

則上市（覆核）委員會如接獲要求，將給予書面理由，而發

行 人也有權將該項裁決提交上市上訴委員會覆核。 

 

(c) 上市上訴委員會的覆核決定是最終裁決，對發行人具有約束

力。 上市上訴委員會如接獲要求，將就在覆核時作出的裁

決給予書 面理由。 

 

申請時間 

 

2B.08 (1) 除下文(3)所述情況外，根據《上市規則》第 2B.05(1)、2B.06 及

2B.07 條就上市科、上市委員會或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

況而定）所作決定而提出的覆核要求，須於接獲有關決定後 7 個營

業日內送達秘書；或者，如有關方根據《上市規則》第 2B.13(1)條

要求書面決定，則須於接獲該書面決定後 7 個營業日內送達秘書。 

 

(2) 就發回決定或上市委員會贊同發回決定的裁決提出的覆核要求，必

須 提供覆核的理由及原因，並於接獲《上市規則》第 2B.13 (2)條

所述書面決定後的 5 個營業日內送達秘書。 

 

 (3) 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第 2B.06 條對上市科指令證券復牌的裁決

或（如有關裁決已轉介給上市委員會覆核）上市委員會的覆核裁決

提出的覆核要求，必須提供要求覆核的理由及原因，並於接獲《上

市規則》第 2B.13(3)條所述書面決定後的 5 個營業日內送達秘書。 

   

書面理由的要求 

 

http://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4577&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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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13 (1) 除發回決定或指令證券復牌的裁決的覆核外，在接獲上市科、上市

委 員會、上市（覆核）委員會或上市上訴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

定）的決定後，有關人士可於 3 個營業日內提出給予書面理由的要

求。上市科、上市委員會、上市（覆核）委員會或上市上訴委員會

（視屬何情況而定）將在接獲要求後的 14 個營業日內給予書面理

由。 

 

 (2)  上市科、上市委員會或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將

就其發回決定或贊同發回決定的裁決提供書面理由。 

  

 (3) 上市科、上市委員會或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將

就其根據《上市規則》第 6.07 條指令證券復牌或贊同復牌決定的

裁決提供書面理由。 

 

 

第六章 

 

總則 

 

短暫停牌、停牌、除牌及撤回上市 

6.01 本交易所在批准發行人上市時必附帶如下條件：如本交易所認為有必要 

保障投資者或維持一個有秩序的市場，則無論是否應發行人的要求，本

交易所均可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及條件下，隨時指令任何證券短暫停牌

或停牌又或將任何證券除牌。在下列情況下，本交易所亦可採取上述行

動： 

(1) [已刪除]發行人未能遵守《上市規則》，而本交易所認為情況嚴重

者； 或 

 



5 
 

(2)  本交易所認為公眾人士所持有的證券數量不足（參閱《上市規則》

第 8.08(1)條）；或 

 

(3) 本交易所認為發行人沒有足夠的業務運作或相當價值的資產，以保

證 其證券可繼續上市（參閱《上市規則》第 13.24 條）；或 

 

(4) 本交易所認為發行人或其業務不再適合上市。 

 

6.01A (1) 在不損害第 6.01 條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的情況下，本交易所可將

已連續停牌 18 個月的證券除牌。 

 

(2) 下列過渡安排適用於在《上市規則》第 6.01A(1)條生效之日（生效

日期）前已停牌的上市發行人： 

 

(a) 若已停牌的上市發行人在生效日期前已根據《第 17 項應用

指引》處於停牌階段，《第 17 項應用指引》繼續適用。 

 

(b) 其他在緊貼生效日期前並未被聯交所裁定須開展取消上市地

位程序及未獲通知除牌期限的發行人，倘若發行人的證券在

上述生效日期當天已連續停牌： 

 

(i) （計至生效日期）少於 12 個月，《上市規則》第 

6.01A(1)條所指的 18 個月期間將由生效日期開始計

算；或 

 

(ii) （計至生效日期）達 12 個月或以上，《上市規則》

第 6.01A(1)條所指的 18 個月期間將由生效日期前 6

個月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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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緊貼生效日期前已被聯交所裁定須開展取消上市地位程序

及獲通知除牌期限的發行人，有關裁決及通知期將對有關發

行人繼續生效，即使該發行人的上市地位在生效日期時尚未

取消。 

6.07 本交易所有權指令短暫停牌或停牌中的證券復牌，尤其是本交易所可採

取以 下措施： 

(1) 要求發行人按本交易所全權指令的條款和期限刊發公告，表示其短

暫 停牌或停牌證券將行復牌；公告刊發之後，本交易所可指令其

證券復 牌；及╱或 

 

(2) 在本交易所刊登發行人短暫停牌或停牌證券將行復牌的公告後，指

令 其證券復牌。  

 

附註：本交易所可能會在上述第(2)項所指的公告中列載發行人就持續

停牌所提交的資料。 

6.08 本交易所在行使根據《上市規則》第 6.07 條可行使的權力受《上市規則》

第 2B.06 條的覆核程序規限。前，必須先行給予發行人按照《上市規則》

第 2B.07(6)條規定提起聆訊的機會。在任何涉及根據《上市規則》第 

6.07 條所作指令的聆訊上，反對其證券復牌的發行人有責任令本交易所

確信將 其證券繼續短暫停牌或停牌是適當的。  

附註： 

 (1) … . 
 (2) … . 

 (3) 參閱《第 11 項應用指引》。 

 

6.10 上市地位可能會在未遭停牌的情況下予以撤銷。如本交易所認為出現 

《上市規則》第 6.01 條所載的情況一名發行人或其業務不再適合上市，

本交易所將可：  

http://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4564&type=0
http://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4742&type=0
http://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4742&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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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刊發公告，載明該發行人的名稱，並列明限期，以便該發行人在限

期內對引致該等情況導致其不適合上市的事項作出補救。本交 易

所如認為適當，將暫停發行人證券的買賣。如發行人未能於指 定

限期內對該等事項作出補救，本交易所可將其除牌。本交易所可將

任何對該等事項作出補救的建議，將（就各方面而言）被當作新申

請人的上市申請一樣處理，而在該情況下，發行人必須 （其中包

括）刊發載列於附錄一 A 部所述指定資料的上市文件， 並須繳付

首次上市費。符合《上市規則》所列新上市申請的規定；或 

 

(2) 在本交易所刊發公告通知將發行人除牌後，取消其證券的上市地

位。 

 

6.10A 就《上市規則》第 6.01A(1)條而言，本交易所可在刊發公告通知將發行

人除牌後，取消其證券的上市地位。 

 

 

第十三章  

 

股本證券 

 

持續責任 

 

足夠的業務運作 

13.24 發行人須有足夠的業務運作（不論由其直接或間接進行），或擁有相當

價值的有形資產及╱或無形資產（就無形資產而言，發行人須向本交易

所證明其潛在價值），其證券才得以繼續上市。  

註：未能符合第 13.24 條規定的發行人的特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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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出現財政困難，以致嚴重損害發行人繼續經營業務的能力，

或導致其部分或全部業務停止運作；及╱或  

(ii) 發行人於結算日錄得淨負債，即發行人的負債額高於其資產

值。 

 

13.24A 發行人的上市證券停牌後，其必須定期就有關發展發出季度公告。 

 

 

第十四章 

 

股本證券 

 

須予公布的交易 

 

適用於所有交易的規定  

短暫停牌及暫停買賣 

14.37 (1) [已刪除]如發行人已就股份交易、主要交易、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項、 

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或反收購行動簽訂協議，而按規定刊發的公告尚 

未於營業日發出，則其必須在刊發有關公告前申請短暫停牌或停牌。 

  (2) [已刪除]在不影響《上市規則》第 14.37(1)條的情況下，發行人一經 

就一項其合理相信須按內幕消息條文作出披露的須予公布交易簽署協 

議後，須立刻申請短暫停牌或停牌，以待刊發有關協議的公告。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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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屬反收購行動，發行人的證券必須繼續停牌，直至發行人已就有關 

資料作出充分公布為止。本交易所會按個別情況決定有關公告所披露 

的資料是否足夠。  

 

證券上市規則 

（「本交易所的上市規則」） 

《第 17 項應用指引》 

依據《上市規則》第 1.06 條而發出 

足夠的業務運作及除牌程序 

（本應用指引只適用於在《上市規則》第 6.01A(1)條生效日期前已受制於本應用指

引的已停牌的上市發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