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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發行人履行財務匯報責任

今年，疫情繼續影響上市發行人編制財務業績和審計師

進行審計。當中，Omicron變種病毒在二月的爆發為財政

年度結算日在12月的發行人帶來嚴峻的挑戰。

聯交所於二、三月期間與各持份者會面並保持對話，以減輕發行人及核數師的疑慮，並採取適當措施協助發行人及時刊發財務資料。

我們採用了與20201年相同的安排，即發行人在發布關鍵財務信息後可毋須停牌，並容許其在稍後階段提供相關的審計保證。

該方法平衡了投資者對適時財務信息的需求，同時最大程度地減少了對證券交易的干擾。

               財政年度

發行人數目（不包括長期停牌發行人） 2021 2020 2019

年結日在12月的發行人 1,860 1,851 1,792

年度業績公告

於3月31日前刊發獲核數師同意的業績 1,633 1,756 1,399

根據《聯合聲明》中的指引刊發管理賬目而證券繼續交易 192 27 384

未刊發獲核數師同意的業績而證券被停牌 35 68 9

－ 與疫情相關的原因而證券被停牌 14 2 5

於4月30日前刊發年報 1,703 1,773 1,501

我們很高興注意到大多數發行人（1,860家中的1,633家）在3

月31日限期前能完全符合上市規則的要求，刊發已經核數師同

意的初步業績。今年，

•	 192名發行人採用了《聯合聲明》中的指引刊發管理賬目而

避免停牌。     

•	 只有35名發行人因延遲刊發業績而被停牌(去年為68名)，

包括21名發行人因審計過程中發現重大問題而被停牌。這與

去年因類似原因被停牌的66名發行人相比有所改善。

1  不包括已被停牌的發行人。

2  見 常問問題第2條 (於2022年2月21日發佈及2022年4月8日修訂)

•	 現時，這192名發行人中有140名已刊發經核數師同意的業

績。我們注意到隨著內地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續演變，部分發

行人在準備帳目和審計程序方面遇到更多延誤。

•	 聯交所已就刊發年報期限給予自動延長至5月15日，並就個

別情況提供進一步時間寬限。截至5月15日，有56名發行人1

尚未刊發財務報告。我們理解發行人因新冠病毒疫情在內地

城市爆發而帶來的困難，並已提供進一步時間寬限2。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20200204news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faqs_jointstat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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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股東大會的形式從實體會議改為虛擬會議；

• 在法律或發行人章程要求召開實體會議的情況下，採用混合安排，以實體和虛擬相結合的形式召開會議。為了符合要求，

一些發行人在其辦公室舉行了只有董事和管理層參加的實體會議，以及讓更廣泛的股東參與的虛擬會議； 和

• 採用線上平台，讓股東可以在這些平台上實時投票和提問。

召開股東大會

疫情不僅影響了上市發行人編制經審計的業績，而且在公眾集會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也擾亂了其公司事務計劃。 

於2022年2月，因應政府的Covid-19措施，一些發行人不得不改變他們原定計劃並已宣布了的股東大會的安排3。

不少上市發行人反應迅速並作出適當調整，確保股東大會能順利進行。例如，發行人實施了以下安排：

3 於2022年2月，根據《預防和控制疾病（要求和指示）（業務和場所）規例》（第	599F章），暫停在香港公共活動場所舉行的實體 

股東大會。

4	《主板規則》/《GEM規則》附錄三 - 核心水平14

5 見《有關股東大會的指引》

《上市規則》並無就股東大會的舉行及形式作出特別規定，而是受發行人註冊成立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法規和發行人自己的公司

章程的約束。 然而，發行人亦應充分考慮核心水平所載的原則，以確保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的發言權和投票權4在任何時候都得到

維護。 

實際上，發行人應選擇在方便大多數股東能夠出席的地點和

時間舉行股東大會5。 

發行人可通過不同方式召開股東大會，儘可能提高股東的參與。

正如我們的常問問題所強調，若以網絡直播或視像會議召開

股東大會是符合其司法管轄區的公司法和其公司章程，發行人

可考慮此類安排。 

發行人應清楚說明股東大會的安排，如有任何變動應作出充分

通知。例如，若召開虛擬會議，發行人應清楚說明如何登入。 

如果允許網絡投票，發行人應明確說明股東是否需要進行預先

登記，如果需要，則披露預先登記的時間和方式等細節。

此外，發行人應注意潛在的技術相關問題，例如互聯網傳輸的

數據量，並做好必要的準備，以確保會議不會中斷。

隨著疫情不斷變化，發行人在計劃股東大會時應密切關注最新

的法規和發展，若發行人選擇僅舉行實體會議，則應制定應對

方案。

在過去兩個月中，我們觀察到有發行人由於他們的公司章程不

允許以虛擬或混合形式舉行股東大會，出現必須推遲實體股東

大會的情況。轉故此，我們鼓勵發行人審閱其公司章程，以確保

其在不可預見的情況下給予召開股東大會必要的靈活性。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gm_guide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Joint-Statement-with-SFC/faqs_jointstate_c.pdf


4

上市發行人監管通訊

第六期  I  2022年5月

有關股東周年大會通函須披露資料

的提示

由於發行人正為籌備股東周年大會而發布股東周年大會的通函，請注意以下應在通函中考慮或披露的資料：

重選連任多年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董」）

上市發行人建議重選在任超過九年的獨董，務須留意於

2022年1月1日生效的新《企業管治守則》6的披露條文，

在股東周年大會通函中說明董事會（或提名委員會）為何

認為該名董事仍屬獨立人士。

若上市發行人的董事會內所有獨董均在任超過九年，發行

人應在通函中就每名獨董披露其姓名及任期。

如果上市發行人已經刊發其股東周年大會通函但遺漏以

上披露，則須按照《企業管治守則》中的「不遵守就解釋」

條文，在其後的年度及中期報告中說明有關遺漏披露的 

理由。

甄選、委任及重新委任核數師

於2021年12月，財務匯報局發表新指引7協助上市發行人

審計委員會建立嚴謹的甄選、委任及重新委任核數師

程序，當中強調兩大主要考慮因素：審計質素及審計

費用。

上市發行人及其審計委員會可參考相關指引。

長期停牌公司概要

《上市規則》的停牌及除牌規則允許長期停牌的公司可在被除

牌前的補救期內解決監管問題，目的是鼓勵公司糾正問題以達

成復牌，並通過對不再適合上市的公司進行除牌來保持市場質

素。以下是有關長期停牌公司的概要以及其問題的分析：

截至2022年4月30日，有100家長期停牌的公司。他們最初被停

牌的原因包括：

•	 41名發行人未公布經核數師同意的財務業績；

•	 29名名發行人涉嫌在會計或企業管治方面有重大失當行為；

•	 5名發行人的核數師就資產估值、負債撥備及未能取得會計

紀錄的事項無法發表審計意見；

•	 21名發行人因為各種原因，包括未能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

嚴重的財務困難（例如委任臨時清盤人）或公眾持股量不足；

及

•	 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股票市場上市）規則》指示停牌的 

4名發行人。

於2021年，有68家長期停牌公司復牌或被除牌：

•	 32名發行人成功解決監管問題（主要涉及延遲發布經審計的

財務業績）並恢復交易；及

•	 36名發行人因未能在復牌期限前解決監管問題而被除牌。

這些發行人中的大多數未能解決涉及會計或企業管治方面

的重大失當行為及公布財務業績，當中涉及未解決的公司或 

會計違規行為以及管理層誠信問題，以致無法刊發財務 

業績。

6 見《主板規則》附錄十四 /《GEM規則》附錄十五 - 守則條文B.2.3及B.2.4

7 《審計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 — 甄選、委任及重新委任核數師》

https://www.frc.org.hk/zh-hk/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elines-for-Effective-Audit-Committees_TC.pdf?msclkid=938297fcd10511ecac0813b50051a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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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反映證監會有關參與簿記建檔及配售活動

的新規定而對《上市規則》作出的相應修訂

於2022年4月，聯交所刊發為配合證監會的新《操守準則》條文

而就股權資本市場交易的簿記建檔及配售活動以及兼任保薦人

事宜制定的《上市規則》修訂及《上市規則》的輕微修訂之資料

文件，概述為因應證監會的《操守準則》內有關參與簿記建檔及

配售活動的發行人及中介人的新操守規定而對《上市規則》作出

的相應修訂。

上市發行人務須留意，是次《上市規則》修訂除影響新申請人

外，亦影響上市發行人進行融資活動。進行任何涉及簿記建檔

的配售活動前，上市發行人須以書面協議形式委任資本市場中 

介人，該資本市場中介人才可在香港進行相關簿記建檔及配售 

活動。

我們亦將對《上市規則》作出一些輕微修訂，當中包括：(i) 將主

板網站與GEM網站合併；(ii) 加入電子銀行轉賬作為支付上市費

用的另一方式；以及 (iii) 增設一個新的標題類別，方便搜尋發行

人於披露易網站刊發的公司資料報表。

《上市規則》修訂將於2022年8月5日生效8。

8 主板與GEM網站合併將於2022年5月28日生效。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Update_137_Attachment1.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Update_137_Attachment1.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Update_137_Attachment1.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Update_137_Attachment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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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截至2022年4月30日，有2名發行人公布了有意向將其第二上市地位改為主要上市地位。

10  截至2022年4月30日，有1間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新上市。

上市發行人監管部門重組

於2022年1月，我們按照行業組別、特殊章節公司（例如第18A

章、19C章、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和控股集團的方式進行了團隊

架構重組。

此架構更符合我們「以風險為基礎」的方式監管發行人，使我們

在處理一些影響特定行業組別的發行人的事項時，能夠迅速

採取行動，同時確保在處理此類事項時採用一致的處理手法。

在此安排下，我們的負責人員亦能吸取相關特定行業的最佳常

規方面的知識。

發行人及顧問可瀏覽香港交易所網站「上市公司之聯繫人」的

頁面，查閱負責各發行人的人員名單。

我們最近發布了以下新的指引材料：

• GL111-22 (2022年1月1日) 提供關於海外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的指引，包括核心股東保障水平。

• GL112-22	(2022年1月1日) 提供關於主板上市地位由第二上市改為雙重主要上市或主要上市的指引9。

• 有關特殊目的收購公司10的指引:

 -  GL113-22 (2022年1月1日) 為已經或尋求於聯交所上市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提供指引。

 -  GL114-22 (2022年3月4日) 提供有關受託人／保管人運作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託管賬戶的資格和責任的指引。

• 常問問題編號076-2022 (2022年1月1日) 有關中國發行人就委任境外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有關收購海外公司的項目。

• 經修訂的電子表格及指引董事及監事聲明、承諾及確認（主板上市發行人 - DU003M/	 DU004M/	 DU005M	 and	 GEM	

上市發行人 - DU003G/	DU004G	/	DU005G）。

• 新網上培訓 (廣東話) (普通話) (2022年1月28日) 有關公司行動涉及的交易安排。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二期8樓 
info@hkex.com.hk 電話 +852	2522	1122	I	傳真 +852	2295	3106	hkexgroup.com	I	hkex.com.hk

我們歡迎您的反饋。 

請將您的想法和意見發送到 
listingnewsletter@hkex.com.hk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Contact-Us/Contact-persons-in-HKEX-Listing-Division-for-listed-companies/Contact-Persons-in-the-Listing-Division-of-HKEX-for-Listed-Companies?sc_lang=zh-HK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2466_VER17396.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2465_VER17305.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2463_VER17320.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2471_VER223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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