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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應本諮詢文件 

 
香港交易所全資附屬公司聯交所誠邀公眾人士在 2020年 9月 24日或以前，就本文件所討論
事項或就其他可能會影響所討論事項的相關事項提出書面意見。 
 
書面意見可以下列方式交回： 
 
郵寄或派員送交 香港中環 
 康樂廣場 8號 
 交易廣場二期 8樓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部 
  
 有關：無紙化上市及展示文件的諮詢文件 
 
傳真 (852) 2524 0149 
 
電郵 response@hkex.com.hk 
 請在郵件「主旨」欄內註明：  
 有關：無紙化上市及展示文件的諮詢文件 
 
我們的回應意見查詢電話是(852) 2840 3844。 
 
回應者須注意，我們會在日後的諮詢總結內具名公開回應意見。若不願公開姓名／名稱，請於
回應本文件時加以註明。有關我們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見本文件附錄六。 
 
聯交所會將諮詢期內（至 2020年 9月 24日）收到的回應加以考慮並決定下一步適當行動，屆
時亦會刊發諮詢總結文件。 
 

免責聲明 

香港交易所及／或其附屬公司竭力確保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準確可靠，但不保證該等資料絕對
正確可靠，對於任何因資料不確或遺漏又或因根據或倚賴本文件所載資料所作決定、行動或不
行動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香港交易所及／或其附屬公司概不負責（不論是民事侵權行為責任
或合約責任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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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釋義 
 
 

詞彙 釋義 

「公告表格」
（Announcement Form） 

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透過電子登載系統刊發例行公告時使
用的電子表格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
文）條例》」
（C(WUMP)O） 

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中央結算系統」
（CCASS）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管理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CNNIC」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公司條例》」（CO） 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 

「中國證監會」（CSRC）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CTR」 保密處理要求 

「債務證券」（debt 
securities） 

就本文件而言，債務證券（包括債務證券發行計劃）指根據《主
板規則》第二十二至三十六章及《GEM規則》第二十六至二十
九章、三十二至三十五章上市的債務證券 

「EDGAR」 SEC使用的電子數據收集、分析及檢索系統，是按法例規定須
向 SEC提交資料的公司和其他人士主要使用的資料提交系統 

「合資格證券」（Eligible 
Securities） 

根據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不時獲香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於

中央結算系統存管、結算及交收的證券 

「電子登載系統」（EPS） 聯交所電子登載系統 

「ESMA」 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 

「《歐盟招股章程條例》」
（EU Prospectus 
Regulation） 

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 2017/1129號條例 

「《歐盟透明度指令》」
（EU Transparency 
Directive） 

於 2007 年 1 月 20 日生效的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
2004/109/EC號指令，按此，在歐盟成員國受監管市場上進行
證券交易的公司必須在整個歐洲大陸刊發財務信息 

「歐盟」（EU） 歐洲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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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釋義 

「聯交所」（Exchange）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FCA」 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 

「GEM規則」（GEM 
Rules） 

《GEM證券上市規則》   

「股東大會電子表格」
（GM e-Form） 

發行人股東大會公告電子表格 

「香港交易所」（HKEX）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HKSCC）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介紹」（Introduction） 已發行證券申請上市所採用的一種方式，該方式毋須作任何銷
售安排，因為尋求上市的證券已有相當數量，且被廣泛持有，
故可推斷其在上市後會有足夠市場流通量（見《主板規則》第
7.13條及《GEM規則》第 10.17條） 

「上市科」（Listing 
Division） 

聯交所上市科 

《主板規則》（MB 
Rules）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混合媒介要約」
（MMO） 

混合媒介要約是發行人／集體投資計劃要約人，就若干證券的
公開發售，派發沒有隨附招股章程印刷本的紙本申請表格的要
約過程，前提是有關招股章程須登載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集體投資計劃要約人的網站，並可應公眾人士要求於指定
地點（毋須與派發申請表格的地點相同）免費提供招股章程印
刷本 

「新上市」（New 
Listing） 
 

指新申請人申請股票（包括合訂證券及預託證券）、債務證券
和集體投資計劃在聯交所上市，而根據《上市規則》須提供上
市文件，但不包括混合媒介要約 

「經合組織」（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PDPO） 

香港法例第 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中國」（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司註冊處處長」
（Registrar of 
Companies） 

根據《公司條例》第 21(1)條委任的公司註冊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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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釋義 

「《規則》」（Rules）或
「《上市規則》」
（Listing Rules） 

《主板規則》及《GEM規則》的統稱 

「SEC」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證監會」（SFC）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SFO）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新交所規則》」
（SGX Rules） 

新加坡交易所的主板規則 

「《收購守則》」
（Takeovers Code） 

《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 

「《豁免指引》」
（Waiver Guide） 

聯交所發出的《有關申請豁免遵守及更改《上市規則》規定的
指引》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c_waiver_c.doc?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c_waiver_c.doc?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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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1. 本諮詢文件就聯交所以下建議徵求市場意見： 

(a) 推行無紙化上市及認購機制，要求(i)新上市的所有上市文件必須僅以電子形式刊
發；及(ii)新上市的認購（如適用）僅可透過電子渠道申請； 

(b) 將若干文件須展示實體版本的規定取代為網上刊發；及 

(c) 減少發行人須就須予公布的交易及關連交易展示的文件種類。 

此外，本文件亦提供有關聯交所其他無紙化措施的詳情。 

背景 
新上市的上市文件及認購 

2. 按《上市規則》現行規定，股份、債務證券及集體投資計劃的發行人除非是進行混合媒
介要約，否則其上市文件須以印刷形式刊發，並於公開發售期間在香港指定地點（例如
香港包銷商的辦事處及收款銀行或配售銀行的指定分行）供公眾閱覽。 

3.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申請表格須與招股章程一併發出 1。由於《上市
規則》規定發行人新上市所刊發的上市文件須提供印刷本 2，所以按照法例，紙本申請
表格須與紙本招股章程以同一媒介一併發出或提供。雖然發行人／集體投資計劃要約人
可向投資者提供申請認購首次公開發售股份的電子渠道，但這並不能取代紙本申請方法
（除非獲得豁免）。 

展示文件 

4. 《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展示若干文件的實體版本。有關文件提供投資者在主要文件（例
如上市文件、招股章程及通函）中所載資料的補充資料。有關文件的例子包括（但不限
於）重大合約、若干董事服務合約、專家同意函及帳目調整表。 

5. 發行人一般須於某段時間內在香港某地點（例如發行人或其法律顧問的辦事處）展示有
關文件的實體版本。任何人士均須前往指定地點才可閱覽這些「展示文件」。 

須予公布的交易及關連交易須展示的文件 

6. 《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在就須經股東批准的須予公布或關連交易刊發通函時，必須展
示若干文件的實體版本以備查閱。 

變更的理由 
新上市的上市文件及認購 
 

7. 隨著科技發展，上市文件印刷版本已不合時宜，而且不環保亦不符合時間和成本效益。 
 

                                                      

1《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3)及 342(3)條。 
2 《主板規則》第 12.11、20.19A及 25.19A條；《GEM規則》第 16.04C及 29.21A條。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INDEX_CS=N&xpid=ID_1438402989222_0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INDEX_CS=N&xpid=ID_1438402998255_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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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市場數據顯示，香港市場以紙本申請表格提交的首次公開招股申請數量逐年下降。於
2019 年，香港一家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處理的 162 宗首次公開招股申請認購中，分別
約有 0.42％和 0.18％的申請（以公開發售部分收到的申請總數計）是使用紙本白表和
紙本黃表提交。現時香港公開發售的申請認購大部分均以電子方式提交。散戶投資者似
乎都傾向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 
 

9. 此外，若發行人只須在網上登載上市文件及以電子方式在聯交所上市，不僅更環保，而
且亦能節省發行成本。 
 
展示文件 

10. 隨著科技發展，加上互聯網在香港高度普及，投資者已沒有必要前往發行人展示實體文
件的地點閱覽有關文件。至於海外投資者，要他們閱覽在香港展示實體版本的有關文件
也不切實際（聯交所現貨市場成交金額中有 41%來自海外投資者）3。  

11. 聯交所不時檢討《上市規則》，以確保有關規則切合現況、反映市場發展，並符合國際最
佳做法。互聯網的普及度及使用率不斷上升，而且香港以及海外其他監管機構的慣常做
法在很大程度上允許有關文件以電子方式或於網上提供，相形之下，《上市規則》有關
上市文件印刷版本及展示實體文件的規定並不合時宜。 

建議 
全面無紙化上市及認購機制 

12. 我們建議修改《上市規則》的規定，要求(i)新上市的所有上市文件全部僅以電子形式
刊發；及(ii)除進行混合媒介要約的發行人外，新上市的認購（如適用）僅可透過電子
渠道申請。《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列明，除非表格與符合其要求的招股章程
一併發出，否則發出公司股份或債券申請表格並不合法。我們建議就上市文件只須以
電子形式提供的《上市規則》修訂，再加上《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下申請
表格須與招股章程一併發出的法定規定，等同是說按照法例，除非在採取混合媒介要
約的情況下紙本申請表格可與電子招股章程一併發出，上市文件與申請表格必須以同
一媒介（即僅以電子形式）發出。 

無紙化上市文件 

13. 以下是無紙化上市文件建議下涵蓋的交易： 

•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合訂證券、預託證券和集體投資計劃 

• 公開發售債務證券 

• 以介紹方式上市 

• 反收購 

  

                                                      

3  香港交易所，《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 2018（報告全文）》，圖 3。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Research-Reports/HKEX-Surveys/Cash-Market-Transaction-Survey-2018/cmts2018_fullreport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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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化認購 

14. 就股份／集體投資計劃公開發售而言，我們建議規定有意申請認購的公眾人士只可選擇
透過以下電子渠道申請認購：(i)eIPO 服務供應商的網上平台，或(ii)中央結算系統的
EIPO 服務，指示經紀或託管商代為發出電子申請指示，或透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
算發出電子申請指示 4。我們無意更改優先發售（例如向僱員發售及向合資格股東發售
獲保證配發證券）的現有認購渠道，因為暫時未有電子渠道處理此類發售，要設立相關
渠道對發行人而言既昂貴也繁複。此建議也不會影響(a)債務證券公開發售認購，包括透
過配售銀行及／或香港結算；及(b)根據《主板規則》第十五 A章上市的結構性產品投資
的現存渠道。   

15. 無紙化認購建議的適用情況如下：  

適用 不適用 

•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 首次公開發行合訂證券 

• 首次公開發行預託證券 

• 首次公開發行集體投資計劃 

• 混合媒介要約 

• 優先發售（例如向僱員發售及向合資
格股東發售獲保證配發證券） 

• 債務證券公開發售 

• 根據《主板規則》第十五 A章上市的
結構性產品的投資 

 

16. 本建議不會改變新上市申請人的招股章程登記規定。發行人仍須出示招股章程及其他所
需文件的實體版本給公司註冊處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 條及第
342C條進行登記。 

17. 本建議對現有市場架構不會有任何影響，亦不會干擾公開發售程序，因為《上市規則》
早已規定發行人除刊發有關文件的印刷版本外，亦須於網上刊發有關文件。 

18. 本建議對進行混合媒介要約的發行人／集體投資計劃要約人亦不會有任何影響，儘管我
們相信假以時日，此建議將令市場對混合媒介要約的需要亦會慢慢減少。 

於網上展示文件 

19. 我們建議取締《上市規則》有關發行人須展示若干文件的實體版本以供查閱的規定，改
為規定發行人在網上刊發有關文件，展示時間與現時展示實體文件的時間相同。發行人
將須於香港交易所網站（透過電子登載系統）及發行人的網站刊發有關文件。 

20. 有關建議對發行人的影響甚微。我們建議發行人於網上展示的文件當中，有不少已是其
他香港監管機構規定須以電子方式或於網上發布的文件。  

21. 我們無意要上市申請人或發行人披露《上市規則》現時並未規定須披露的文件。   

                                                      

4 聯交所亦在設法縮短及現代化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的結算流程，這將涉及改變公眾認購模式，並將在短期內就此諮

詢公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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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須予公布的交易及關連交易的展示文件 

22. 除了建議將文件規定由提供實體版本備查改為於網上登載，以便公眾查閱與交易相關的
合約和專家報告外，我們同時建議對《上市規則》作出以下修訂，以簡化文件方面的要
求： 

(a) 刪除有關展示發行人在前兩年內訂立的其他重大合約（並非日常業務中訂立者）
及若干董事服務合約的規定，因為這些合約與通函中的交易無直接關係。由於刊
發交易通函的目的是向股東提供有關擬進行的交易的資料並就他們該如何表決
提供所需資訊，相關展示文件應是與交易有關的合約，以便股東對該交易作出評
估。之前兩年內若有任何與發行人相關的重大資料，發行人亦應已根據《上市規
則》持續披露；及 

(b) 取消《主板規則》附錄一 B（《GEM規則》附錄一 B）有關要求發行人展示其公
司組織章程文件、經審核賬目及過去曾刊發的交易通函的規定，因為有關文件均
已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網站刊發及可供下載。   

建議概要 

23. 我們各項建議的影響概述如下： 

表 1：我們的建議的影響 

 現有規定 建議規定 

全面無紙化上市及認購機制 

新上市 除混合媒介要約外，發行人須於香
港指定地點提供上市文件的印刷版
本供公眾取閱，並於香港交易所網
站及發行人的網站以電子形式刊發
有關文件。 

要求新上市的上市文件必須僅以
網上電子形式刊發。 

 對於股票（包括合訂證券及預託證
券）／集體投資計劃的公開發售，發
行人須確保公開認購可透過紙本申
請表格提交（除非獲得豁免）。 

對於股票（包括合訂證券及預託證
券）／集體投資計劃的公開發售
（混合媒介要約除外），公開認購
僅可透過網上電子渠道申請。 

優先發售、債務證券及結構性產品
的現有認購渠道不變。 

於網上展示的文件 

− 新上市 須於某段時間內在特定地點展示若
干文件（包括（如適用）公司組織章
程文件、重要合約、董事服務合約、
估值及專家報告及經審核賬目）的
印刷本供公眾查閱。 

有關新上市的債務證券發行計劃現
行及建議的規定，請參閱下一行。 

僅須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
的網站展示有關文件，展示時間與
現時《上市規則》規定展示實體文
件備查的時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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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規定 建議規定 

 如為債務證券發行計劃，(a)須於根
據計劃進行發行期間展示上市文件
供公眾查閱；及(b)在計劃期內，須
展示若干文件（包括公司組織章程
文件、估值及專家報告、經審核賬目
等等）供公眾查閱。 

僅須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
的網站展示有關文件，展示時間與
現時《上市規則》規定展示實體文
件備查的時間相同。 

上市發行人 
（股本證券） 

− 須持續履行 

須持續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
的網站展示若干文件（包括公司組
織章程文件、經審核財務資料及過
往的交易通函）。 

現行規定並無變動。 

 

− 須提供上市文
件的股本證券
上市申請（例
如供股或公開
招股） 

須於某段時間內在特定地點展示若
干文件（包括（如適用）公司組織章
程文件、重大合約、董事服務合約、
估值及專家報告、經審核賬目及過
往曾刊發的交易通函）的印刷本供
公眾查閱。 

須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的
網站展示有關文件（屬上文發行人
持續披露責任範圍內的公司組織
章程文件、經審核賬目及過往曾刊
發的交易通函除外），展示時間與
現時《上市規則》規定展示實體文
件備查的時間相同。 

− 若干須予公布
交易 

須於某段時間內在特定地點展示若
干文件（包括（如適用）公司組織
章程文件、重大合約、估值及專家
報告、經審核賬目及過往的交易通
函）的印刷本供公眾查閱。 

除上文建議的持續披露外，須於香
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的網站展
示與交易有關的合約以及估值及
專家報告，展示時間與現時《上市
規則》規定展示實體文件備查的時
間相同。 

− 若干關連交易 須於某段時間內在特定地點展示通
函內所提述的所有合約及董事服務
合約的印刷本供公眾查閱。 

須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的
網站展示與交易有關的合約，展示
時間與現時《上市規則》規定展示
實體文件備查的時間相同。 

結構性產品上市 任何根據上市文件發行的結構性產
品於聯交所上市期間，須以實體形
式或於網上展示若干文件（包括上
市文件所節錄或提述的估值報告、
專家報告、信函或文件，以及現有
及將來的基礎上市文件）。 

僅須在任何根據上市文件發行的
結構性產品於聯交所上市期間，於
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的網站
展示該等文件。 

 （須持續履行）在任何所發行結構
性產品於聯交所上市期間，須以實
體形式或於網上展示若干與財務資
料相關的文件。而且，該等文件亦
須在香港交易所網站以電子形式發
布。 

僅須在任何所發行結構性產品於
聯交所上市期間，於香港交易所網
站及發行人的網站展示該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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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修訂 

24. 我們建議對《上市規則》作出的修訂載於附錄四及五。 

其他無紙化措施 
25. 作為聯交所無紙化措施的一部分，我們已進一步檢視過可在哪些地方減少不必要用紙及

簡化程序，以提升效率，包括推出電子表格、僅網上可讀規則文本及鼓勵以電子方式與
聯交所溝通。我們將於推行這些措施時告知公眾。 

徵求意見 
26. 我們誠邀公眾人士提供意見。我們將於聽取公眾意見後刊發諮詢意見總結，詳列《上市

規則》修訂的最終版本及落實建議的細節。市場人士回應時請說明理由。我們亦歡迎對
本文件所提出的條款及保障措施的任何其他建議。 

建議時間表及下一步 
27. 如擬對本諮詢文件提出意見或回應，請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前提交。聯交所會考慮這

些意見或回應後，才決定下一步的適當行動並刊發諮詢總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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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背景 

互聯網的使用 

28. 現時互聯網幾乎普及全港，公眾每天都會使用互聯網。本港 10 歲或以上人士使用互聯
網的比率由 2000年的 30.3%增至 2018年的 90.5%5。本港可連接互聯網的家庭百分比
於 2018年達到 92.3%新高 6。 

29. 全球的互聯網使用率亦顯著上升。以英國為例，當地投資者於 2018 年對香港現貨市場
交易金額的貢獻達 7.1%7，同年互聯網使用率達 94.9%。中國方面，截至 2019年 6月，
互聯網使用者人數增至 8.54億人，佔總人口的 61.2%8。經合組織有關使用互聯網的最
新數據顯示，在 28個經合組織國家中，24個國家於 2018年的使用互聯網家庭比率錄
得超過 80%9。聯交所市場的海外投資者交易多數來自經合組織國家 10。 

市場對上市文件無紙化的接受度 

30. 聯交所曾給予若干發行人豁免，使其可豁免嚴格遵守《主板規則》第 12.04(3)條、第 12.07
條及第 12.11條有關提供上市文件印刷紙本的規定，令該等發行人可在進行香港公開發
售時採用全面電子化的認購程序。  

31. 市場對上述全面電子化的上市文件及認購程序反應良好，顯示其接受新上市無紙化於香
港實行。 

32.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中現時有關招股章程的法律框架（包括招股章程登記
規定）不受影響，因為該條例沒有排除以電子形式刊發招股章程或公眾申請表格 11。 

33. 自 2011 年提供混合媒介要約至今，以此方式進行首次公開招股僅佔總數 3％以下。這
表示市場對混合媒介要約的需求很小，而我們的建議將取締對混合媒介要約的需求，因
為同樣能達到鼓勵使用電子媒體進行新上市的目標。 

  

                                                      

5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7號報告書》，2019年 6月，第 6.1段。 
6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7號報告書》，2019年 6月，第 3.1段。 
7 香港交易所，《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 2018（報告全文）》，2019年 7月，圖 7。 
8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 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9年 8月。 
9 經合組織，連接互聯網（指示器）, doi: 10.1787/69c2b997-en（僅供英文版），2019年。 
10  括弧內的數字顯示來自各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海外投資者的聯交所現貨市場交易百分比：美國（23.2%）、英國

（17.2%）、歐洲（不包括英國）（10.1%）、澳洲（1.9%）、日本（1.4%）（請參閱香港交易所，《現貨市

場交易研究調查 2018（報告全文）》，2019年 7月，圖 6）。  
11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2、38及 342條。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72019XXXXB0100.pdf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72019XXXXB0100.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Research-Reports/HKEX-Surveys/Cash-Market-Transaction-Survey-2018/cmts2018_fullreport_c.pdf?la=zh-HK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8/P020190830356787490958.pdf
https://data.oecd.org/ict/internet-access.htm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Research-Reports/HKEX-Surveys/Cash-Market-Transaction-Survey-2018/cmts2018_fullreport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Research-Reports/HKEX-Surveys/Cash-Market-Transaction-Survey-2018/cmts2018_fullreport_c.pdf?la=zh-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xpid=ID_1438402988427_001&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xpid=ID_1438402989222_001&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xpid=ID_1438402998255_002&INDEX_C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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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展示規則難以實行 

34. 《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展示不同文件 12的實體版本備查，以提供投資者在主要文件（例
如上市文件、招股章程或通函）中所載資料以外的補充資料。發行人一般須於某段時間
內在香港某地點（例如發行人或其法律顧問的辦事處）展示有關文件的實體版本。除非
文件可於網上閱覽，否則任何人士均須前往指定地點才可閱覽這些「展示文件」。  

35. 在 2018年，海外投資者佔聯交所現貨市場交易金額的 41%13。要投資者親身前往查閱
只於香港展示實體版本的有關文件，對大部分投資者而言均難以實行，尤其是海外投資
者。   

36. 聯交所不時檢討《上市規則》，以確保有關規則切合現況、反映市場發展，並符合國際最
佳做法。互聯網的普及度及使用率不斷上升，而且香港以及海外其他監管機構的慣常做
法在很大程度上允許有關文件以電子方式或於網上提供，相形之下，《上市規則》有關
上市文件印刷版本及展示實體文件的規定顯得不合時宜。 

聯交所的其他無紙化措施 
37. 作為聯交所無紙化措施的一部分，我們已進一步檢討了可在哪些地方減少用紙及簡化程

序，以提升效率。  
 
電子表格 

38. 聯交所計劃推出電子表格，目的如下： 

(a) 將例行資料的呈現方式劃一，方便投資者比較不同發行人； 

(b) 透過電子表格欄位的數據驗證功能，減低人手輸入錯誤的風險；   

(c) 縮短包含例行資料的公告的編備時間；及 

(d) 協助聯交所提高數據收集及分析的效率。 

39. 我們會推出兩種電子表格： 

(a) 公告表格；及 

(b) 股東大會電子表格。 

40. 發行人須於電子表格內填寫的欄位只限於對投資者重要的資料（視乎公告類型及發行人
情況而定）。  

公告表格 

41. 公告表格會取代發行人原本須根據《上市規則》作出的三種例行公告： 

(a) 現金股息或以股代息； 

(b) 發行紅股或紅利認股權證；及 

(c) 董事會議日期。 

                                                      

12 有關文件載於本文件附錄一。 
13  香港交易所，《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 2018（報告全文）》，圖 3。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Research-Reports/HKEX-Surveys/Cash-Market-Transaction-Survey-2018/cmts2018_fullreport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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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聯交所會分階段推出公告表格。第一階段建議包括上一段所述的公告，然後再逐步擴大
公告表格涵蓋的公告類型，並適時向市場公布。附錄二載有現金股息的公告表格樣本。 

43. 發行人可於公告表格的欄位內填寫《上市規則》就特定公告類型規定提供的資料。若發
行人認為須就公告表格所載的資料提供補充資料，可於公告表格的「其他資料」欄位提
供額外「純文字」資料。發行人可在上載公告表格的同時提交補充文件供公眾閱覽，並
可於「純文字」欄位提及有關文件。 

44. 公告表格會取代《上市規則》下發行人須作出的若干例行公告。 

45. 公告表格會按《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香港交易所網站登載，實際操作與《上市規則》所
規定的月報表及翌日披露報表做法類似，在發行人提交後於香港交易所網站自動發布。
《上市規則》有關登載時間、登載時段及語言的規定將維持不變。  

股東大會電子表格 

46. 除現時發行人須向股東發出股東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的規定外，聯交所將推出股東
大會電子表格，發行人將須透過電子登載系統提交有關表格。提交股東大會電子表格是
中央結算系統接納合資格證券的資格要求。股東大會電子表格不會於香港交易所網站登
載。  

47. 附錄三載有股東大會電子表格樣本。 

網上規則文本   

48. 我們建議不再提供紙本《上市規則》。所有《規則》將可繼續於網上免費閱覽。所有年度
訂閱紙本《上市規則》更新內容的服務將於 2021年 1月 1日終止。  

促進與聯交所以電子方式進行溝通 

49. 除聯交所要求以實體形式提交的若干文件（例如 B表格 – 董事的聲明及承諾）外，我們
計劃不再要求向聯交所提交紙本文件，改為要求以電子方式與聯交所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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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議及諮詢問題 

A. 上市及認購機制全面無紙化 

現行《上市規則》規定 

50. 《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就新上市發布的上市文件須提供印刷本 14，亦規定發行人須
印備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於公開發售期內，在正式通告所載的地址 15（例如香港包銷
商的辦事處及收款銀行或配售銀行的指定分行）免費向公眾提供。  

51. 這些規定是旨在讓有意參與新上市的潛在投資者能查閱所需資料，從而可對發行人的業
務活動、資產及負債、財務狀況、管理層及前景、其損益以及其證券所附帶的權利等等
作知情評估。 

修訂理由 

52. 隨着近年科技進步，加上互聯網在香港高度普及，投資者已毋須再特意到指定地點索取
上市文件的印刷本。現有做法既不環保亦不符合成本效益。 

53. 市場數據顯示，香港市場以紙本申請表格提交的首次公開招股申請數量逐年下降。於
2019 年，香港一家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處理的 162 宗首次公開招股申請認購中，分別
約有 0.42％和 0.18％的申請（以公開發售部分收到的申請總數計）是使用紙本白表和
紙本黃表提交。現時香港公開發售的申請認購大部分均以電子方式提交。散戶投資者似
乎都傾向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 

建議 

新上市的上市文件及認購渠道 

54. 我們建議修改《上市規則》的規定，要求所有新上市的上市文件必須僅以電子形式刊發，
上市文件不再有印刷版本。我們也建議要求新上市認購僅可透過電子渠道申請，進行混
合媒介要約的發行人除外。《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列明，除非表格與符合其要
求的招股章程一併發出，否則發出公司股份或債券申請表格並不合法。我們建議就上市
文件只須以電子形式提供的《上市規則》修訂，再加上《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下申請表格須與招股章程一併發出的法定規定，等同是說按照法例，除非在採取混合媒
介要約的情況下紙本申請表格可與電子招股章程這個組合一併發出，上市文件與申請表
格必須以同一媒介（即僅以電子形式）發出。 

55. 就股份／集體投資計劃公開發售而言，我們建議規定有意申請認購的公眾人士只可選擇
透過以下電子渠道申請認購：(i)eIPO 服務供應商的網上平台，或(ii)中央結算系統的
EIPO 服務，指示經紀或託管商代為發出電子申請指示，或透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
算發出電子申請指示 16。我們無意更改優先發售（例如向僱員發售及向合資格股東發售
獲保證配發證券）的現有認購渠道，因為暫時未有電子渠道處理此類發售，要設立相關
渠道對發行人而言既昂貴也繁複。此建議也不會影響(a)債務證券公開發售認購，包括透

                                                      

14《主板規則》第 12.11、20.19A及 25.19A條，《GEM規則》第 16.04C及 29.21A條。 
15《主板規則》第 12.04、12.07及 25.19條，《GEM規則》第 16.09、16.12及 29.21條。 
16 聯交所亦在設法縮短及現代化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的結算流程，這將涉及改變公眾認購模式，並將在短期內就此諮

詢公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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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配售銀行及／或香港結算；及(b)根據《主板規則》第十五 A章上市的結構性產品投資
的現存渠道。  

56. 由於我們的上述建議，我們將修改正式通知及其他相關規定，要求發行人列出刊發上市
文件的網站。 

57. 本建議不會改變新上市申請人的招股章程登記規定。發行人仍須出示招股章程及其他所
需文件的實體版本給公司註冊處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 條及第
342C條進行登記。 

58. 本建議對現有市場架構不會有任何影響，亦不會干擾公開發售程序，因為《上市規則》
早已規定發行人除刊發有關文件的印刷版本外，亦須於網上刊發有關文件 17。 

59. 本建議對進行混合媒介要約的發行人／集體投資計劃要約人亦無任何影響。自 2011 年
提供混合媒介要約至今，以此方式進行首次公開招股的發行人共 29 名，僅佔總數 3％
以下。這表示混合媒介要約的需求很小，而我們的建議將取締對混合媒介要約的需求，
因為同樣能達到鼓勵使用電子媒體進行新上市的目標。 

網上刊發的位置 

60. 現行有關電子上市文件須於香港交易所網站（透過電子登載系統）及發行人的網站刊發
的規定將會繼續生效。 

網上刊發的時間 

61. 電子上市文件須於新上市的上市文件刊發日期起，透過上文第 60 段所述渠道在網上刊
發。 

62. 按此建議，不論在公開發售期或以介紹方式上市的相關期間內抑或結束後，投資者均可
繼續全面查閱上市文件的內容，文件一經刊發，香港交易所網站不會移除相關上市文件。
由於《上市規則》已規定上市文件須持續在網上登載，我們不擬再設時限。  

上市發行人的上市文件 

63. 根據《上市規則》，在《主板規則》第 2.07A條及《GEM規則》第 16.04A條所載條文
規限下，在所有適用法律及規則以及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許可的情況下，只要發
行人採用電子形式提供文件，就已符合發出上市文件的規定。此外，上市發行人必須在
香港交易所網站（透過電子登載系統）及其公司網站刊發上市文件 18。  

64. 由於上述建議中的無紙化上市及認購機制，我們建議刪除《上市規則》的規定，毋須在
一段合理時間內於正式通告所載的地址提供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供公眾索閱 19。建議刪
除的原因是公眾已可於網上經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網站瀏覽、下載及列印上市文件。 

  

                                                      

17 《主板規則》第 2.07C(1)(b)條；《GEM規則》第 16.17(2)條。  
18《主板規則》第 2.07C(1)(b)條；《GEM規則》第 16.17(2)條。 
19《主板規則》第 12.04、12.07及 25.19條；《GEM規則》第 16.09、16.12及 29.21條。 



15 

問題 1 你是否同意我們修訂《上市規則》的建議，要求(i)新上市的所有上市文
件必須僅以網上電子形式刊發，上市文件不再有印刷版本；及(ii)新上市
認購（如適用）僅可透過網上電子渠道申請（進行混合媒介要約的發行
人除外）？請說明原因。 
 

問題 2 承問題 1之建議，你是否同意我們修訂《上市規則》的建議，刪除上市
發行人須於正式通告所述地址向公眾提供上市文件實體版本的規定？  
請說明原因。 

 

B. 網上展示的文件  

現行《上市規則》規定 
 

65. 《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須展示多類文件的實體版本備查。發行人一般須於某段時間內
在香港某地點（例如發行人或其法律顧問的辦事處）展示有關文件的實體版本。對比香
港以及海外其他監管機構的慣常做法，此規定顯得不合時宜。 

其他香港監管機構要求的電子文件 

公司註冊處 
 

66. 根據《公司條例》，公司註冊處須保存所有已登記招股章程的資料及有關招股章程附帶
的文件 20。有關紀錄的備存形式須使任何人均能查閱該記錄所載的資料，及能製作該資
料的文本 21。 
 

67. 登記後，公眾即可於公司註冊處網站上的網上查冊中心 22進行招股章程及相關文件的電
子檢索（而格式為 CD-ROM，須付費）。 有關文件的實體版本亦會於公司註冊處的辦事
處展示。公司註冊處須保存已登記的文件至少七年 23。 
 
證監會 
 

68. 根據《收購守則》，要約文件或受要約公司董事會通告（如適用）若附帶與收購有關的文
件，有關文件須於發行人網站刊發。有關文件須於刊發要約文件或受要約公司董事會通
告（如適用）時發布，直至要約期結束為止。  
 

69. 有關文件亦會於相關要約期內於證監會網站及香港交易所網站（以超連結連接至證監會
網站）展示。要約期結束後，於證監會網站發布的文件及香港交易所網站展示的相關超
連結均會移除。 
 

                                                      

20《公司條例》第 27條。 
21 《公司條例》第 28條。 
22 請瀏覽：https://www.icris.cr.gov.hk/csci/。 
23 《公司條例》第 29(2)條。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2!zh-Hant-HK?xpid=ID_1438403540430_003&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2!zh-Hant-HK?xpid=ID_1438403540446_002&INDEX_CS=N
https://www.icris.cr.gov.hk/csci/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2!zh-Hant-HK?xpid=ID_1438403540446_004&INDEX_CS=N


16 

70. 《收購守則》並未規定提供有關文件的實體版本以作備查。 
 

71. 附錄一載有《公司條例》及《收購守則》與現時《上市規則》的展示規定的比較。  

海外監管機構的規定 

72. 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現普遍使用互聯網向投資者發布發行人文件。下文概述美國、英國、
中國及新加坡的做法。 
 
美國 
 

73. 美國發行人須透過 EDGAR 系統 24發布公司紀錄 （包括註冊聲明、週期報告及其他表
格）25。有關文件於網上永久供公眾閱覽。 
 
英國 
 

74. 根據歐盟《招股章程條例》26及英國《上市規則》27，英國發行人須於相關註冊文件（即
招股章程、相關方通函或第 1 類通函 28 ）生效期間在有關文件所述的網站發布若干文
件 29，供公眾閱覽。有關文件包括最新的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以及專家報告。 
 
中國 
 

75. 中國方面，相關文件須透過中國證監會指定的報章及網站供公眾閱覽，而其實體版本須
放於發行人辦事處及證券交易所向公眾展示 30。有關文件包括上市公告、公司章程、上
市保薦函、法律意見、週期或臨時報告及公告 31。相關法律及規則並未規定展示有關文
件的時限。 
 
新加坡 
 

76. 新加坡的規定與現時香港《上市規則》對紙本文件的規定相似。發行人須於特定時間內
                                                      

24 請瀏覽：https://www.sec.gov/edgar.shtml。 
25 有關文件載於 SEC 《S-K條例》（Regulation S-K）第 601(b)(10)項（僅供英文版）。 
26 歐盟《招股章程條例》（僅供英文版）（EU Prospectus Regulation）；及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有關《招

股章程條例》下技術意見的最終報告（僅供英文版）（Final Report on Technical Advice under the Prospectus 

Regulation），2018年 3月。 
27 英國《上市規則》第 13.6.1條及第 13條附件 1.1（僅供英文版）。 
28 就第 1類交易發出的通函，其中表示根據英國《上市規則》第 10條所載的類別測試，交易百分比不少於發行人

規模的 25%。 
29 《歐盟透明度指令》（僅供英文版）規定「受監管資料（regulated information）」（包括招股章程及通函）須

透過全國儲存系統（National Storage Mechanism）保存及供公眾閱覽至少五年。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七十條； 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2007年 1月。 
31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9年修訂）》第 5.1.8條；及《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8年修

訂本）》第 2.18條及第 5.1.9條。 

https://www.sec.gov/edgar.shtml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amp;node=17:3.0.1.1.11&rgn=div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7R1129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31-62-800_final_report_on_technical_advice_under_the_pr.pdf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31-62-800_final_report_on_technical_advice_under_the_pr.pdf
https://www.handbook.fca.org.uk/handbook/LR.pdf
https://www.handbook.fca.org.uk/handbook/LR.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GA/TXT/?uri=CELEX:32004L0109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flfg/2005-10/28/content_8555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0804/t20080418_14481.htm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listing/stock/a/20190430/c980d117de977472f76468a7088c4926.doc
http://docs.static.szse.cn/www/disclosure/notice/W020181116826736012513.pdf
http://docs.static.szse.cn/www/disclosure/notice/W0201811168267360125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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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部分文件而言，通常最少為三或六個月）於新加坡特定地點展示若干文件 32的實
體版本。 
 

77. 我們建議取締《上市規則》有關發行人須展示不同文件的實體印刷本以供查閱的規定，
改為規定發行人在網上刊發有關文件，展示時間長短與現時展示實體文件以供查閱相同。
這意味着： 

(a) 除下文第 G節第 117至 126段的建議修訂外，現時須展示實體版本的所有文件
全部須在網上展示； 

(b) 現時須同時以實體版本及在網上展示的文件日後只須在網上展示便可（見第 23
段表 1的附註）；及 

(c) 現時發行人可選擇以實體版本或在網上展示的文件日後將只須在網上展示。 

78. 上述建議對發行人的影響甚微。我們建議發行人於網上展示的文件當中，不少都是其他
香港監管機構規定須以電子方式或於網上發布的文件。此外，正如上文第 77(b)及(c)段
所載，《上市規則》已列明部分發行人文件須遵守若干網上刊發規定。這些文件的例子
包括（但不限於）組織章程文件、重大合約、董事服務合約、專家同意函及帳目調整表。
這些文件須在網上刊發，以遵守持續披露責任及／或與個別交易相關的披露責任。此外，
部分現時只以實體版本展示的文件所載的都是已公開的資料。 

79. 下文表 2 所示為(a)《上市規則》及(b)香港其他監管機構現行的網上／電子展示規定，
現時《上市規則》及香港其他條例並無有關債務證券的網上／電子展示規定。 

表 2: 現行網上／電子展示規定的比較  

 交件類型 《上市規則》強制規定須

在網上刊發  
其他監管機構規定須提供電

子／網上版本   

1 組織章程文件  33 (b) 

2 經審核財務資料 34 35 (b) 

3 最近期經審核賬目刊發後發出的須予

公布及關連交易通函 
36 --  

4 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年或（就收購交易而 -- (a)(b) 

                                                      

32 有關文件載於《新交所規則》第 721條、第 857條、第 1011條；附錄 7.1 公司披露政策（Appendix 7.1 

Corporate Disclosure Policy）第 8(q)段；及《2018年證券及期貨（投資要約）（股份及證券衍生產品合約）

條例》（Securities & Futures (Offers of Investments) (Shares and Securities-based Derivatives Contracts) 

Regulations 2018）（僅供英文版）。  
33 股本證券發行人須按《主板規則》第 13.90條及《GEM規則》第 17.102條的規定持續在網上刊發這類文件。  
34 對股本證券發行人而言，指過去兩個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資料。對結構性產品發行人而言，指發行人及擔保

人最近刊發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任何更近期的中期及季度財務報表。 
35 這些文件或已透過電子登載系統刊發而可持續供查閱。 
36 這些文件或已透過電子登載系統刊發而可持續供查閱。 

http://rulebook.sgx.com/rulebook/721-3
http://rulebook.sgx.com/rulebook/857-0
http://rulebook.sgx.com/rulebook/1011-2
http://rulebook.sgx.com/rulebook/appendix-71-corporate-disclosure-policy
https://sso.agc.gov.sg/SL/SFA2001-S664-2018?DocDate=20181005
https://sso.agc.gov.sg/SL/SFA2001-S664-2018?DocDate=201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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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件類型 《上市規則》強制規定須

在網上刊發  
其他監管機構規定須提供電

子／網上版本   

言）要約期開始前兩年內訂立的重大合

約 

5 上市文件內或（就收購交易而言）要約

人或受要約人公司或其代表刊發的文

件中所節錄或引述的估值及專家報告、

信函或文件 37 

-- (b) 

6 申報會計師的帳目調整表 -- (a) 

7 董事的服務合約 -- (b) 

 

註： 

(a) 按《公司條例》在上市後透過公司註冊處網站在網上刊發或以 CD-ROM格式刊發。 

(b) 按《收購守則》在發行人網站及證監會網站上刊發，由要約文件或受要約人董事會通函
刊發之日起至要約期完結止。 

80. 不少文件現時本來毋須在網上展示，但按我們是次的建議則將會有此需要。這類文件包
括但不限於：預託證券的預託協議、關連交易通函所提及的合約、物業估值報告全文、
購股權計劃文件以及海外法規／規例及刊發上市文件前兩年內訂立的重大合約文本（下
文第 G節建議的變動除外）。 

81. 有關現行備查文件規定的列表，請參閱附錄一。 

網上刊發的位置 

82. 我們建議規定附錄一所列文件透過下列兩個途徑在網上刊發： 

(a) 電子登載系統；及 

(b) 發行人的網站。 

網上刊發時間 

只為符合交易披露責任而刊發的文件 

83. 對於只為符合交易披露責任而刊發的文件（列於附錄一），我們建議規定發行人登載這
些文件的時間，要與現行《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須展示文件實體版本的時間相同（下
文第 G節建議的變動除外）。  

84. 這些文件不會在香港交易所網站自動被刪除。待《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展示時間屆滿，
發行人便可自行刪除這些文件 38。 

85. 須在網上展示文件的時間與現行可供查閱文件實體版本的時間相同，讓投資者可於發行
                                                      

37 倘上市發行人或上市申請人只在（通函或上市文件中的）物業估值報告中概括披露佔其須作估值的總物業權益

少於 5%的物業的資料（而非估值報告全文），其必須提供載有所需資料的估值師報告以備公眾查閱。 
38  電子登載系統將會更新，以方便發行人手動刪除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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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件仍然與交易相關時充分查閱。不過，發行人須展示的文件不用一直在發行人網站
上登載，否則，其後每有新的文件發布，相關的成本（例如備存文件及儲存空間）就會
不斷累積上升。 

為符合持續披露責任而刊發的文件 

86. 現時，《上市規則》規定若干與交易相關的文件須作實體形式展示，同時亦規定要在網
上持續登載這些文件。例如，股本證券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經審核賬目及過往
曾刊發的交易通函須與發行人的若干上市文件及交易通函一併展示。上市發行人另外亦
要在網上持續登載，以符合發行人的持續責任 39。 

87. 我們建議，這些屬發行人持續披露責任所涉及的文件不用再遵守交易文件展示規定。另
外，我們亦不擬為須遵守持續披露責任的文件訂定任何網上展示時間的規定。 

將在網上刊發的文件的範圍 

88. 為免生疑問，我們無意要求上市申請人或發行人披露《上市規則》現時並未規定須披露
的文件。我們亦不擬修訂適用於展示文件的語言規定。  

問題 3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規定發行人僅須於網上在電子登載系統與發
行人網站登載附錄一所列的文件（下文第 G節的建議修訂除外），以及
取消展示實體版本規定？請說明原因。 

問題 4  你是否同意，除《上市規則》規定須持續提供的文件外，附錄一所列
的文件應在該附錄所列期間在網上展示？請說明原因。 

 
C. 遮蓋資料 

事宜 

89. 按我們的建議，發行人日後展示的文件將可供更廣泛查閱，這或會因此而令聯交所收到
更多有關遮蓋資料的要求。發行人或會在其認為將文件內某些資料公開並不符合其利益
時要求遮蓋資料。 

現行做法 

90. 現時，發行人可就展示文件實體版本申請個別披露豁免。我們的《豁免指引》列明，上
市科在評核要求豁免遵守個別披露規定的申請時，會考慮下列因素 40： 

(a) 有關資料的重要性是否較低，因而不會影響對上市發行人的資產及負債、財政狀
況、損益及前景以及有關交易的影響（如有關）的評估； 

(b) 有關披露會否(i) 有違公眾利益；或(ii) 嚴重損害發行人，以及就上市發行人的證
券作出知情評估時所需知道的事實及情況而言，不披露有關資料是否不太可能
誤導投資者；及 

                                                      

39 《主板規則》第 13.90條及《GEM 規則》第 17.102條。 
40 《豁免指引》第 8段（披露寬免的申請）。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c_waiver_c.doc?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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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改為披露的其他資訊（如有）是否可以充分使股東及公眾投資者適當地就上市發
行人的證券或有關交易作出知情評估，及/或決定如何作出知情表決。 

91. 極少有發行人要求豁免披露。聯交所近年只收到少數要求在展示文件實體版本上遮蓋資
料的申請。聯交所採取個別考慮方法；參照《豁免指引》並因應每宗申請個案的情況而
釐定是否容許有關發行人遮蓋資料。 

司法權區比較 

92. 下文總結了就我們所知，美國、英國、中國及新加坡對遮蓋資料的處理方法，以應對在
網上登載的文件內的機密資料泄露的問題。  

美國 

93. 發行人可向 SEC 提出保密處理要求，要求就須向 SEC 提交的文件所載的部分資料作
「機密處理」41。 

94. 發行人提出其保密處理要求時，須援引《信息自由法》的其中一項豁免來作為支持 42。
《信息自由法》列明了九類豁免資料 43可免遵守《信息自由法》有關向公眾公開資料的
一般規定。公眾公司通常都以《信息自由法》第(b)(4)分條為依歸，這條規定讓公司豁免
遵守「從某人取得的特權或機密的商業秘密及商業或財務資料」的廣泛公開披露規定。
發行人務須分析其申請豁免的原因，列明期限及清楚列出申請所涉及的資料。   

95. 關於重大合約的保密處理要求規定經已簡化 44。若重大合約的條文或條款(i)並不重要；
及(ii)公開披露可能會對發行人造成競爭損害，發行人可直接遮蓋這些條款或條文，而毋
須提出保密處理要求。然而，所遮蓋的內容只限於為避免對發行人造成競爭損害所必要
的資料。發行人亦須在隨附文件目錄中標明省略了部分文件、特別聲明有些部分已省略
及標示遮蓋內容的位置。 

英國 

96. 在英國，ESMA容許 FCA在有限情況下讓發行人在招股章程中略去某些資料 45。不過，
相關規則並沒有明文列明發行人在網上登載的文件可遮蓋部分資料。 

                                                      

41 《1933年證券法》第 406條及《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 24b-2條（僅供英文版）；SEC企業融資部於 2019

年 12月 19日發出的企業融資披露指引第 7項議題(CF Disclosure Guidance: Topic No. 7)（僅供英文版）。 
42 美國守則第 552條第 5項（僅供英文版）。 
43 九類授權政府機關拒絕提供資料的豁免類別有：(1)國防或外交政策的機密資料；(2)內部人事規則及慣例；(3)

獲其他法例豁免的資料；(4)商業秘密及機密業務資料；(5)受法律特權保護的機構間或機構內的備忘錄或函件；

(6)人事及醫療檔案；(7)執法紀錄或資料；(8) 有關銀行監管資料；及(9)地質及地球物理學資料。 
44   SEC 《S-K條例》，第 601(b)(10)(iv)項（僅供英文版）。 
45 有限情況為(a)披露有違公眾利益；(b) 披露會使公司嚴重受損，但不作披露亦不大可能就導致對發行人進行知

情評估所必需的任何事實或情況對公眾造成任何誤導；及(c)資料對要約或申請批准買賣不太重要，不會影響到

對發行人作任何知情評估（見《歐盟招股章程條例》(EU Prospectus Regulation)第 18條及《金融服務及市場

法 2000》(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第 82條）（僅供英文版）。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17/230.406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17/240.24b-2
https://www.sec.gov/corpfin/confidential-treatment-applications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5/552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amp;node=17:3.0.1.1.11&rgn=div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7R1129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0/8/sectio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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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97. 如英國相似，中國的相關規則並沒有明文允許發行人在網上登載的文件可遮蓋任何資料。
就重大資產重組而言，若有部分資料或文件因涉及政府機密資料或商業秘密（例如核心
技術的機密資料及業務合約的具體內容）這類特殊原因而不便披露或提供，發行人可以
不予披露或提供，但應當在文件的相關章節內詳細說明未按中國證監會規例進行披露的
原因（而此受制於中國證監會不作出反對 46）。 

新加坡 

98. 新加坡只規定文件在新加坡指定地點作實體形式展示。現時並無任何有關文件遮蓋資料
的條文。 

香港其他監管機構的做法 

99. 有關須於網上登載展示與收購相關文件的規定已於十多年前推出 47。據我們所知，證監
會甚少收到發行人遮蓋資料的要求，如有的話，他們會按具體情況個別考慮。  

100. 《公司條例》並無任何關於遮蓋文件部分資料的條文。據我們了解，公司註冊處對此亦
沒有特定政策。  

建議 

101. 我們不擬改變聯交所對文件遮蓋資料的處理方法。我們將繼續只會在極少情況下才容許
展示文件遮蓋資料。我們建議在《豁免指引》中再進一步釐清。我們亦建議修訂《豁免
指引》，容許發行人在其可向聯交所證明並令其信納披露資料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的情況下，因私隱理由而遮蓋展示文件的部分資料。 

102. 發行人可繼續就網上展示文件的個別披露豁免尋求聯交所指引。若有必要，聯交所或會
按其實施本文件各項建議的經驗而發出有關遮蓋資料的指引。 

問題 5 你是否同意聯交所應只在極少數情況下繼續容許展示文件遮蓋其中部
分資料？ 

D. 重大合約 

事宜 

103. 按我們的建議，發行人日後展示的文件將可供更廣泛查閱，這或會因此而令聯交所收到
更多有關個別合約是否構成「重大合約」及是否因而須在網上展示的查詢。 

「重大合約」的當前釋義  

104. 《上市規則》對「重大合約」的定義與《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及《收購守則》
的定義一致。根據《上市規則》，重大合約是「於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年內，有關任何

                                                      

46 見《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與格式准則第 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组》（2018 年修訂）第四條。 
47 《收購守則》2006年 1月版。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regulations/csrcannoun/c/4686417.pdf


22 

集團內成員公司訂立的合約（並非日常業務中訂立者）。」 48 

105.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重大合約的定義為「並非是在公司所經營或擬經
營的通常業務運作中訂立者，亦並非是在招股章程發出日期前多於 2年訂立者。」49 

106. 根據《收購守則》，重大合約定義為「於要約期開始前的兩年前的該日期後所訂立的合
約，但不包括要約人 50[或受要約人 51]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經營或擬經營的業務在日常業
務過程中所訂立的合約。」證監會亦有為《收購守則》的重大合約範圍提供指引 52。 

建議 

107. 對於重大合約，現時公司註冊處會發布電子版本，證監會亦在在其網站登載。據我們所
知，此規定並未有對發行人帶來任何實際困難。由於《上市規則》當前對「重大合約」
的定義與《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及《收購守則》的定義一致，我們不擬修訂
有關定義。  

問題 6 你是否同意現行「重大合約」的定義仍然合用，在我們的各項建議中聯
交所應繼續採用？ 

 

E. 下載及／或列印 

事宜 

108. 若文件透過電子登載系統以 PDF 格式（向電子登載系統提交文件的標準格式）在網上
展示，用戶可在文件展示期間從網上下載並列印出來，意味着文件下架後公眾人士尚可
以保留著有關文件。 

其他監管機構的做法 

109. 《公司條例》訂明，任何人士均能為公司註冊處所展示的文件製作文本。若有人向公司
註冊處訂購其所展示文件的 CD-ROM，該名人士便可保留這些文件並製作這些文件的
文本。  

110. 收購相關文件在證監會網站展示（並經香港交易所網站連結連接）的期限屆滿後即會移
除，但這些文件屬 PDF格式，在網上展示期間並無限制列印或下載。 

建議 

111.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不擬對下載及／或列印在網上刊發的文件設限。 

                                                      

48 《主板規則》附錄一 A第 52、53(2)段，附錄一 B第 42、43(2)段，附錄一 E第 75、76(2)段及附錄一 F第

65、66(2)段；以及《GEM規則》附錄一 A第 51段、52(2)段及附錄一 B第 41、42(2)段。  
49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附表 3第 I部第 17段以及第 38D及 342C條。 
50  《收購守則》附表 I第 26段。 
51  《收購守則》附表 II第 9段。 
52 《收購守則》《應用指引 22》（釐清了與《上市規則》中的須予披露交易、主要交易、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項、

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及反收購相關的合約一般被歸入「重大合約」的定義）。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xpid=ID_1438402999331_001&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xpid=ID_1438402989316_001&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2!zh-Hant-HK?xpid=ID_1438402998333_001&INDEX_CS=N
https://www.sfc.hk/web/TC/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zh-hant/code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pdf
https://www.sfc.hk/web/TC/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zh-hant/code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pdf
https://www.sfc.hk/web/TC/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zh-hant/code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pdf
https://www.sfc.hk/web/TC/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zh-hant/code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the-codes-on-takeovers-and-mergers-and-share-buy-bac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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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 你是否同意不應對下載及／或列印按照本文件所載建議在網上刊發的
文件設限？ 

 

F. 存取者身份 

事宜 

112. 據我們所知， 對於在發行人展示文件的實體版本期間前往查閱文件的人士，發行人大都
沒有驗證和記錄他們的身份，但其實發行人有可能這樣做（例如要求出示由政府發出並
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  

113. 儘管發行人實際上可要求有意查閱展示文件的實體版本的人士表明身份，但由於《上市
規則》規定發行人仍須公開有關文件，其不得不准拒絕透露身份的人士查閱文件。  

114. 其他監管機構（包括公司註冊處及證監會）都沒有記錄和驗證查閱電子或網上文件的人
士的身份。 

115. 實際上，要由聯交所設立系統、讓發行人可驗證有意查閱其網上展示文件的人士的身份
亦非常困難，因為網上身份十分容易隱藏或假冒。  

建議 
116.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不建議設立可讓發行人記錄和驗證查閱網上展示文件人士身份的系

統。  

問題 8 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不設立可讓發行人記錄和驗證查閱網上展示
文件人士身份的系統？ 

 

G. 須予公布的交易及關連交易須展示的文件 

現行《上市規則》規定 

117. 《上市規則》規定，發行人須就若干須予公布交易及關連交易取得股東批准。發行人須
就交易刊發通告，提供若干文件作查閱之用。 

(a) 如屬主要交易、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項或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 （相關須予公布交易），
發行人須展示《主板規則》附錄一 B 第 43 段及《GEM 規則》附錄一 B 第 42 段
所載的下述文件：  

i) 於緊貼通函刊發前兩年內，發行人訂立的一切重大合約（並非日常業務中訂立
者）； 

ii) 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或同等文件、發行人過去兩個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賬目、
及發行人自最近刊發經審核賬目後發出的每份須予公布及／或關連交易通函；  

iii) 通函內摘錄或提及的由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估值報告及申報會計師
簽署的帳目調整表（統稱為「專家報告」）； 

(b) 如屬須股東批准的關連交易，發行人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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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函所提及的一切合約；及  

ii) 董事服務合約（不包括一年內屆滿，或僱主在一年內可在不予賠償（法定賠償
除外）的情況下終止的合約）（相關董事合約）。 

118. 通函旨在向股東提供所需資料，讓他們對交易作知情評估。展示文件可(a)對通函所載資
料作額外補充及(b)讓投資者有機會自行對發行人及其業務進行盡職審查。 

建議 

119. 第 B節（第 77至 78段）建議將文件規定由提供實體版本備查改為於網上登載，以便公
眾隨時可以查閱須予展示的文件（例如與交易相關的合約及專家報告）。第 86及 87段
建議取消有關要求發行人展示第 117(a)(ii)段所提述的文件的規定，因為有關文件均已於
香港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網站刊發 53。 

120. 此外，我們建議將文件規定簡化如下： 

(a) 相關須予公布交易：  

i) 要求發行人展示與相關交易有關的合約； 

ii) 取消展示發行人於前兩年內訂立的所有重大合約的規定；及   

iii) 保留發行人須展示專家報告的規定； 

(b) 須遵守股東批准規定的關連交易： 

i) 清楚說明發行人須展示與交易有關的合約（而非通函所提及的合約），與交易通
函的規定一致；及  

ii) 取消發行人須展示相關董事合約的規定。 

121. 我們建議取消須展示發行人在前兩年內訂立的所有重大合約以及相關董事合約的規定，
因為這些合約與為通函主題的交易無直接關係。須事先獲得股東批准的相關董事合約應
在過往曾刊發的通函中已作披露。發行人仍須在交易通函中加入這些重大合約及／或相
關董事合約的摘要 54。 

122. 我們認為刊發交易通函的目的是向股東提供有關擬進行的交易的資料並就他們該如何
表決提供所需資訊。因此，相關展示文件應是與交易有關的合約，以便股東對該交易作
出評估；另外，我們認為無必要向股東提供發行人在前兩年內訂立的其他重大合約，有
別於有關申請上市（例如供股及公開招股）的上市文件或收購文件。該等情況中的交易
涉及發行人的證券，而在該等情況下，重大合約及董事服務合約可讓投資者在考慮投資
這些證券時對發行人進行評估。 

123. 我們的建議與其他規定重大交易及關聯方交易須經由股東批准的市場之規定相若。舉例

                                                      

53  見《主板規則》第 2.07C(1)(b)、2.07C(6) 、13.46、13.90、14.41及 14A.46條以及《GEM規則》第 16.17(2) 、

16.19(1) 、31.38、17.102、19.41及 20.44條。      
54  見《主板規則》第 14.66(10)及 14A.70(13)條和附錄一 B 第 39 及 42 段，以及《GEM 規則》第 19.66(11)及

20.68(13)條和附錄一 B第 39及 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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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英國 55及新加坡 56都規定發行人展示交易的買賣協議，而非其他重大合約或董事
服務合約。中國 57亦沒有規定上市公司須展示合約。 

12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的內幕消息條文，發行人須持續披露一切內幕消息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定義）。若發行人於前兩年內訂立的任何其他重大合約構成內
幕消息（按《證券及期貨條例》定義），發行人應該已作披露。 
 

125. 為實施上述建議而作出的《上市規則》修訂建議載於附錄四及五。 

126. 為免生疑問，我們的建議不會應用於反收購及極端交易中。這些交易的文件規定與《主
板規則》附錄一 A（《GEM規則》附錄一 A）適用於新上市申請的規定相同。 

 

問題 9 就相關須予公布交易而言，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 

i) 規定發行人須僅展示與交易有關的合約；及 

ii) 取消展示發行人在刊發通函前兩年內訂立的一切重大合約的規
定？ 

請說明原因。 

問題 10 就須遵守股東批准規定的關連交易而言，你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 

i) 規定發行人僅展示與交易有關的合約；及 

ii) 取消發行人須展示通函所提及合約及相關董事合約的規定？ 

請說明原因。 

 

H. 輕微修訂 

127. 根據《主板規則》第 13.52及 13.52A條（《GEM規則》第 17.53及 17.53A條），發行
人須呈交若干文件供聯交所預先審閱。由於這些文件都可透過電子方式向聯交所呈交，
我們建議輕微修訂上述各條，清楚表明毋須提供印刷本，一如現行實際處理方法。 

128. 我們建議《主板規則》第 2.07C(4)(b)條（《GEM規則》第 16.03條）附以註釋，釐清該
條有關文件語言的規定並不適用於展示文件。 

129. 我們建議修訂《主板規則》附錄一 D第 27段，澄清就結構性產品而言，相關展示規定
同時適用於補充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一如現行實際處理方法。 

130. 相關的《上市規則》修訂建議載於附錄四及五。 

                                                      

55 根據英國的上市規則，發行人須展示第 1類交易的買賣協議（另見註 28）及相關交易通函。   
56 新加坡的《新交所規則》規定發行人在公布須予披露交易時，須展示相關買賣協議。   
57 在內地，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並沒有規定須展示重大合約或董事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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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有關備查文件的現行規定  
 

下表提供根據《上市規則》、《公司條例》及《收購守則》有關備查文件的現行規定摘要 58 
 

 規例： 《上市規則》 《公司條例》 《收購守則》 
 目的： 申請上市 主要交易或以上(1) 須獲股東批准的 

關連交易 
債務證券發行(2) 結構性產品發行 購股權計劃 向公眾發售股份/債務證券 收購合併事宜 

 展示期： 發出上市文件後 ≥ 
14 日 

刊發通函/上市文件
後 ≥ 14 日 

刊發通函後 ≥ 14 
日 

發出上市文件後≥ 14 日 
(3)  

刊發上市文件後起開始，在
結 構 性 產 品 上 市 期 間 
一直展示 

寄發通函後開始，至相
關股東大會結束 

登記招股章程後開始， 
至少 7年 

要約期內 

 文件類型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及實體 電子 

1 組織章程文件 (a)  (a)  -- -- X  -- -- -- -- --  

2  X  (b)  -- -- X  (c) 

 

可自選(c) 

 

-- -- --  

3 於最近期的已刊發經

審核賬目後發布的須

予公布及關連交易通

函 

-- -- (5)  -- -- -- -- -- -- -- -- -- -- 

4 重大合約 X  X  -- -- -- -- -- -- -- --   

5 上市文件摘錄或提及

的估值及專家報告、

信函或文件 

X  X  -- -- X  可自選(d) 可自選(d) -- -- --  

6 申報會計師的調整說

明 

X  X  -- -- X  -- -- -- --  -- 

                                                      

58 上市文件（本表第 19及 20項除外）不受《上市規則》、《公司條例》及《收購守則》的備查文件規定所限。 

上市文件摘錄或提及

的估值及專家報告、

信函或文件(7) 

發行人過去兩個會計 

年度的經審核財務資 
料(4) 

重大合約(6) 

申報會計師的帳目調

整表 

組織章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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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例： 《上市規則》 《公司條例》 《收購守則》 
 目的： 申請上市 主要交易或以上(1) 須獲股東批准的 

關連交易 
債務證券發行(2) 結構性產品發行 購股權計劃 向公眾發售股份/債務證券 收購合併事宜 

 展示期： 發出上市文件後 ≥ 
14 日 

刊發通函/上市文件
後 ≥ 14 日 

刊發通函後 ≥ 14 
日 

發出上市文件後≥ 14 日 
(3)  

刊發上市文件後起開始，在
結 構 性 產 品 上 市 期 間 
一直展示 

寄發通函後開始，至相
關股東大會結束 

登記招股章程後開始， 
至少 7年 

要約期內 

 文件類型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及實體 電子 

7  X  X  (8) X  -- -- -- -- -- -- --  

8 預託證券的預託協議
(9) 

X  -- -- -- -- -- -- -- -- -- -- -- -- 

9 關連交易通函中提及

的合約 

-- -- -- -- X  -- -- -- -- -- -- -- -- 

10 購股權計劃文件(10) -- -- -- -- -- -- -- -- -- -- X  -- -- 

11 中國發行人的股本資

料 

X  -- -- -- -- -- -- -- -- -- -- -- -- 

12 上市文件概述的海外

法例或規例(e) 

X  -- -- -- -- -- -- -- -- -- -- -- -- 

13 可供查閱的有關文件

經核證英文譯本 (e) 

X  -- -- -- -- -- -- -- -- -- -- -- -- 

14 相關海外法例及規例

概要以及該等法例及

規例文本 (f) 

X  -- -- -- -- -- -- -- -- -- -- -- -- 

15 組織章程文件條文概

要 (f) 

X  -- -- -- -- -- -- -- -- -- -- -- -- 

16 組織章程文件與該香

港上市發行人現有公

司章程細則的比較 (f) 

X  -- -- -- -- -- -- -- -- -- -- -- -- 

董事服務合約 



I-3 

 規例： 《上市規則》 《公司條例》 《收購守則》 
 目的： 申請上市 主要交易或以上(1) 須獲股東批准的 

關連交易 
債務證券發行(2) 結構性產品發行 購股權計劃 向公眾發售股份/債務證券 收購合併事宜 

 展示期： 發出上市文件後 ≥ 
14 日 

刊發通函/上市文件
後 ≥ 14 日 

刊發通函後 ≥ 14 
日 

發出上市文件後≥ 14 日 
(3)  

刊發上市文件後起開始，在
結 構 性 產 品 上 市 期 間 
一直展示 

寄發通函後開始，至相
關股東大會結束 

登記招股章程後開始， 
至少 7年 

要約期內 

 文件類型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 實體 電子及實體 電子 

17 上市文件概述的物業

估值報告全文副本 (f) 

X  -- -- -- -- -- -- -- -- -- -- -- -- 

18 債務證券的信託契據 -- -- -- -- -- -- X  -- -- -- -- -- -- 

19 債券發行計劃的上市

文件(11) 

-- -- -- -- -- -- X  -- -- -- -- -- -- 

20 結構性產品的上市文

件(12) 

-- -- -- -- -- -- -- -- 可供選擇(d) 可供選擇(d) -- -- -- -- 

21 債務證券信託契據的

修訂條文 

-- -- -- -- -- -- X  -- -- -- -- -- -- 

 
附錄一備註: 
 

 :  需要在網上持續登載的文件，此規定於我們是次的建議下繼續。 
 
 :  《上市規則》目前規定僅須作實體形式展示 （強制或非強制規定），但按我們是次的建議將僅須在網上展示的文件。 
 
 :  其他香港監管機構（如適用）目前規定以電子方式或在網上展示，按我們是次的建議亦須如此展示的文件。 
 

 
 
(a) 根據《主板規則》第 13.90條（及《GEM規則》第 17.102條），發行人必須持續在網上登載該文件。 

 
(b) 此資料已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刊發，因此已經可以持續閱覽。 

 
(c) 該等文件要在香港交易所網站以電子形式發布屬強制規定；另外再須以實體或電子方式（在上市文件中披露的網站，可以是香港交易所網站）展示，随發行人自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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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等文件可隨發行人選擇以實體或電子方式（在上市文件中披露的網站，可以是香港交易所網站）展示。 

 
(e) 該等文件僅適用於海外及中國發行人。 

 
(f) 該等文件適用於以介紹方式上市的百慕達及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發行人。 

 

(1) 「須予公布的交易」是指分類為股份交易、須予披露的交易、主要交易、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項或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的交易，又或分類為反收購行動或極端交易的交易。見《主板規則》第 14.04(7)

條（《GEM規則》第 19.04(7)條）。 

(2) 發行予專業投資者除外。 

(3) 就債務發行計劃而言，文件須於整個計劃期間展示，但上市文件（第 19 項）則須於根據計劃進行發行期間展示。就債務證券信託契據的修訂條文（第 21 項），建議修訂的全部條款（如致債務

證券持有人的通函中未有提供）須由通函發出日期起至有關股東大會結束止期間展示。 

(4) 就結構性產品發行人而言，指發行人及擔保人最近期的已刊發經審核財務報表及其後任何更近期的已刊發中期及季度財務報表。 

(5) 見註 36。 

(6) 見第 104段。 

(7) 就收購交易而言，指由要約人或受要約公司又或其代表所發出的任何文件。另見註 37。 

(8) 反收購或極端交易的情況下才須展示。 

(9) 就預託證券的上市文件而言。 

(10) 若並無向股東寄發。 

(11) 指現行上市文件以及任何在現行上市文件刊發後才再刊發的補充上市文件及訂價補充文件。 

(12) 就結構性產品而言，指任何現有及將來的基礎上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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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現金股息公告表格參考樣本 
 
 
免責聲明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本證券發行人現金股息公告 

發行人名稱 ABC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9999  

多櫃枱股份代號及貨幣 80999 人民幣櫃枱 
09913 美元櫃枱 

其他關聯股份代號及名稱 [例如進行股份合併的臨時櫃枱]  

公告標題 宣派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十二個月期間的股息 

公告日期 2019年 2月 27日 

狀況  [新公告/ 先前公告更新/ 撤銷建議股息] 

更 新/變 動 的 理 由 
 (若上列「狀況」欄是「先前
公告更新」或「撤銷建議股息」

則必須填寫) 

不適用 

股息的資料 

股息類型 末期股息 

股息性質 普通股 

會計/財政年度/期間結算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宣派股息 每股 1.00美元 

股東批准日期 2019年 4月 24日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的資料 

將予派付的股息貨幣及金額  港元；每股 7.81港元 

匯率 1美元 兌 7.81港元 

除息日期 2019年 5月 12日 

將過戶文件提交予股份過戶

登記處登記以確定獲派股息

權利的最後時間 

2019年 5月 13日下午 4時 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2019年 5月 14日至 2019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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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日期 

 

2019年 5月 15日 

派付日期 2019年 5月 25日 

股份過戶登記處及其地址 [名稱及地址] 

預扣稅的資料 

適用於已宣派股息的預扣稅詳

情 
[預扣稅率、應繳納預扣稅的股東的居住國以及已扣除的稅款是否可申索] 

股東類型 稅率 其他相關文件（如有） 

企業 - 居民（註冊地址在中國境內） [  ] [  ] 

企業 - 非居民（註冊地址在中國境外） [  ] [  ] 

個人- 居民（註冊地址在中國境內） [  ] [  ] 

個人 - 非居民（註冊地址在中國境外） [  ] [  ] 

   
 

有關發行人發行的上市權證/可換股證券的資料 

上市權證/可換股證券的名稱
及股份代號 

 

不適用    

持有人行使換股權以領取股息

的最後期限  

 

不適用 

 

其他資料 

[例如有關在香港以外設存的股東名冊的安排]  

 

 

 

發行人董事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 XXX、XXX 及 XXX； 一名非執行董事 XXX；以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 XXX、XXX 及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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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股東大會電子表格參考樣本 
 
 
重要提示：發行人必須確保本電子表格中披露的資料，與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刊發的股東大會通知及委任代表

表格一致。 

免責聲明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會議通知 
發行人名稱 ABC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9999  

多櫃枱股份代號及貨幣 不適用    

其他關聯股份代號及名稱 不適用    

公告日期 2020年 2月 19日 

狀況  新公告 

更新/撤回的理由  

會議及投票詳情 
會議類型 
 

股東特別大會 

休會 否 

回執截止日期及時間（香港） 
 

不適用    

最後登記日期及時間 （香港） 2020年 3月 2日下午 4時 30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由 2020年 3月 3日至 2020年 3月 3日 

記錄日期 2020年 3月 3日下午 4時 30分 

允許多個代表 是 

最遲交回委任代表表格日期及時間 （香港） 
 

2020年 3月 2日下午 4時 30分 

交回委任代表表格地址 （香港）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XYZ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XXXX-XXXX室, XX 樓 

XXXXXXX 中心 

灣仔 

 

香港 
 

會議地點 香港及香港以外 

會議場地 XXXX-XXXX室, XX 樓 

環球貿易廣場 

XXX, 九龍 
  
香港 

會議日期及時間 2020年 3月 6日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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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發行人發行的上市權證/可換股證券的資料 

上市權證/可換股證券的名稱
及股份代號 

 

不適用    

持有人行使換股權以領取股息

的最後期限  

 

不適用 

 

其他資料  
不適用 
 

 
 

 

 

 

 

 

 

 

 

 

會議場地 2  大會議廳 

XYZ酒店地下 

倫敦 
 
英國 

會議日期及時間 2020年 3月 6日上午 9時 30分  

決議  
議案總數 3 
  
委任代表表格上 

議案編號 

議案 可表決 
 贊成 反對 棄權 保留 累計票數 

1 議案 1 詳情      

2 議案 2詳情      

3 議案 3詳情      

 



IV-1 

 
附錄四：《主板規則》修訂建議  
 

第二章 
 

一般 
 

導言 
… 

 
電子形式的使用 

2.07C  … 

(4) … 

 

(b)  除另有指明外，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第 2.07C 條刊發的任何文件必須
同時提供中、英文本。 

 

註：本段不適用於根據以下規定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網站的文件：《上

市規則》第 4.14條、第 5.01B(1)(b)條、第 5.02B(2)(b) 條、第 15A.21(4)條、第

17.02(2)條、第 19.05(6)(a)(ii)條、第 19.10(5)(e)條、第 19.10(6)條、第 19.36(3)

條、第 19A.27(4)條、第 19A.50條、第 29.09條、第 36.08(3)條、附錄一 A部

第 53段、附錄一 B部第 43段、附錄一 C部第 54段、附錄一 D部第 12及 27

段、附錄一 E部第 76段、附錄一 F部第 66段、附錄四第 9(b)(i)段、附錄七 H

部第 5 及 15 段、附錄十三 A 部第 2 節第 1 及 5 段及附錄十三 B 部第 2 節第 1

及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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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總則 

 
會計師報告及備考財務資料 

 
… 

帳目調整表 
 
4.14  在編製會計師報告時，如申報會計師認為，就會計師報告的目的而言作出調整（如有

的話）是適當的，則須作出調整，並在報告內申明已作出一切必要的調整，或（如屬

適用）申明毋須作出調整。一旦作出調整，則申報會計師必須發出一份書面說明（即

帳目調整表）以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以供公眾查閱；而該份調整表

必須由申報會計師簽署（參閱附錄一 A部第 53段及 B部第 4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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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物業的估值及資料 

 
… 

申請人的規定 
 
… 
 
5.01B 上市文件必須包括下列資料： 
 

(1) 申請人物業業務的物業權益方面： 
 

…  
 

(b)  若估值師釐定物業權益的市值低於《上市規則》第 5.01A(1)條規定須估值

的物業權益總值的 5%，則容許以摘要方式披露。有關披露摘要的格式見《上

市規則》附錄二十六。本交易所可按情況接納申請人改變此摘要格式。載有

本規則規定資料的估值報告須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提供

予公眾查閱； 
 

註： 披露摘要的格式可按申請人的情況修改。申請人須提供投資者作出知 

情決定所需的其他資料。 
 
… 
 

發行人的規定 
 

… 
 
5.02B （須符合第 5.03 條），根據第 5.02 條發出的通函必須包括下列資料： 
 

…  
 
(2) 對於非上市公司，而其資產只有或主要為物業： 
 

… 
 
(b)  若估值師釐定物業權益的價值低於《上市規則》第 5.02條規定須估值的物

業權益總值的 5%，則容許以摘要方式披露。有關披露摘要的格式見《上市

規則》附錄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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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交易所可按情況接納發行人改變此摘要格式。載有本規則規定資料的估

值師報告須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提供予公眾查閱；及 
 
註： 披露摘要的格式可按發行人的情況修改。發行人須提供投資者作出知 

情決定所需的其他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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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股本證券 

 
對購買及認購的限制  

 
… 

對重複申請的限制 

10.09 … 

 

(3) 發行人、其董事、保薦人及包銷商必須確保證券發售包括下述的條款及條件（並

在上市文件及有關申請表格作出披露），即各申請人作出填妥及提交申請表格時，

已保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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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股本證券 

 
上市文件 

… 

 
語文 

 

11.14 上市文件須以英文刊發，並隨附中文譯本。但在下列情況下則除外：如屬新申請人，
上市文件的英文本可與中文譯本分開來派發（而且，反之亦然），但有一個前提，就是
在每一個該等文件的派發地點及在派發期間，兩個文本均可供取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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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股本證券 

 
公佈規定 

… 

 
發行期間 

 
… 

12.04 若在報章上刊登正式通告（不論是否按照《上市規則》第 2.07C條的規定），其尺

寸不得小於 12厘米×16厘米（約 4吋×6吋），並必須至少刊載下列資料： 
 

(3)  公眾人士可索閱登載上市文件（如有）的地網址； 

附註： 若發行人擬倚賴類別豁免公告進行《上市規則》第 12.11A(1)條所
述的混合媒介要約，則《上市規則》第 12.11A(2)條取代本條規定。 

 

12.06  在所有情況下，如於報章上刊登上市文件，則必須附帶說明公眾人士可於上市文件將

於指定的網址登載一段合理期間（須不短於發售期間）地址索閱該等上市文件，並須

刊發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以供公眾人士於該期間在該（等）地址索閱。 

 

12.07 在所有情況下，如須刊登正式通告（參閱上市規則第 12.02及 12.03條），發行人必須

刊發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以供公眾人士於正式通告刊登日期後的一段合理期間（如屬

上市規則第 12.02條所述的情況，須不短於發售期間，而其他各種情況下，則不少於十

四天）在上市規則第 12.04(3)條所提及的地址免費索閱。[已於[]刪除] 

… 

 

刊發上市文件印刷本及收載於唯讀光碟 

12.11 新申請人印必須在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以電子形式刊發上市文件（包括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的形式必須包括印刷本。新申請人可在符合法

律及其本身組織章程文件的情況下，以唯讀光碟（相關的申請表格須以電子格式一

併收載在同一唯讀光碟內）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額外文本，惟新申請人必須確保： 

javascript:openrulebook(5576,1);
javascript:openrulebook(5580,1);
javascript:openrulebook(5576,1);
javascript:openrulebook(5585,1);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5595&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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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唯讀光碟包括： 

 

(i) 一項聲明，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的電子格式內容與印刷本內容

完全一致；及 
 

(ii) 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同時備有印刷本，並提供派發地點的地址；

及 
 

 (b)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日後的任何修訂能同樣以印刷本及唯讀光碟的

方式提供，屆時，新申請人必須同時遵守上文(a)項，只是其中提述「上市文

件」及「申請表格」之處則詮釋為增補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或上市文件修

訂以及相關申請表格。 

 

註：《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列明，除非與符合其要求的招股章程一併發出，否則公

司單獨發出申請認購其股份或債券的申請表格並不合法。《上市規則》規定上市文件（包

括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只須以電子形式提供，再加上《公司（清盤及雜項

條文）條例》下申請表格須與招股章程一併發出的法定規定，等同是說按照法例，除非在

採取混合媒介要約的情況下紙本申請表格可與電子招股章程一併發出，上市文件與申請

表格必須以同一媒介（即僅以電子形式）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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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股本證券 

 
… 
 

公告、通函及其他文件 
 

文件的審閱 
 
13.52 在符合《上市規則》第 13.52A條的情況下，如發行人有責任按《上市規則》的要求刊

發任何公告、通函或其他文件，有關文件毋須在刊發前先呈交本交易所審閱，除非有

關文件屬《上市規則》第 13.52(1)或(2)條所述文件。 
 

(1) 發行人在刊發以下文件前須先將文件草擬本呈交本交易所審閱： 
 

… 
 

(2) 下列過渡條文適用於本規則所述公告，有關條文停止生效的日期由本交易所釐

定及公布。 
 
發行人在刊發以下公告前須先將公告草擬本呈交本交易所審閱： 
 
… 
 
註：   1. 發行人提交本交易所的文件須一式 4份，並須給本交易所充份時間

審閱有關文件所呈交之草擬本。如有需要，須在有關文件最後付印

前再向本交易所提交修訂稿。 
… 
 

13.52A 除《上市規則》第 13.52條所載的具體規定外，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有權要求任

何公告、通函或其他文件在刊發前先經其審閱。在這情況下，本交易所會向發行人作

出指示，要求文件在刊發前先經其審閱，並向發行人解釋其決定。發行人須按指示將

文件草擬本呈交本交易所審閱，並待本交易所向發行人確認其對有關文件再無其他意

見後才予以刊發。 
 
… 

javascript:openrulebook(5942,1);
javascript:openrulebook(5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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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股本證券 

 
須予公布的交易 

 
… 

 
通函的內容 

 
… 
 

主要交易的通函 
 
14.66 有關主要交易的通函須載有下列資料： 

… 
 
 (10) 《上市規則》附錄一 B部下述各段指定有關上市發行人的資料： 
 

28-                     債項 

29(1)(b)-           財務及營運前景 

30-                     足夠的營運資金（須把有關交易的影響考慮在內） 

40-                     董事或專家於集團資產的權益 

42-                     重大合約 

43-                     備查文件；43(2)(c)、(3)及(4) - 展示文件； 
 

… 
 

未能取得有關資料以就主要交易或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編制通函 
 
14.67A  … 
 

(2)  如符合第(1)(a)、(b)及(c)段所列條件，上市發行人可暫緩遵守有關目標公司及╱

或經擴大的集團若干非公開資料的披露規定。在此等情況下，上市發行人須在《上

市規則》第 14.41及 14.42條或第 14.48及 14.52條所述時間內發出初步通函，

使其部分地遵守《上市規則》第 14.66及 14.67條或第 14.69條的規定。初步通

函須至少包括下列內容： 
 … 
(b)  如未能提供有關經擴大後的集團的所需資料，則須包括下列有關發行人的

資料： 
… 

javascript:openrulebook(8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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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重大合約及展示備查文件（見《上市規則》第 14.66(10)條、附錄一 B

部第 42、43段及附註 2）；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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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A章 

 
股本證券 

 
關連交易 

… 
通函 

… 
 
14A.70 通函至少須載有下列各項資料： 

… 
  (13) 《上市規則》附錄一 B部下述各段所指定的資料： 

 
1－上市發行人名稱 

2－董事的責任 

5－專家的聲明 

10－將予發行的證券（如適用） 

29(2)－如有盈利預測須遵守的規定 

32－沒有重大的不利轉變 

39－董事的服務合約 

40－董事的資產權益 

43(2)(a)及(c)－備查文件 43(2)(c)－展示文件 
…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6493&type=0


 IV-13 

 
第十五 A章 

 
結構性產品 

… 
 

持續責任 
 
15A.21 除具有附錄七 H部的《上市協議》中所規定的持續責任（本交易所可根據《上市規則》

第 15A.26 條而同意對此等責任作出修訂）外，發行人在其所發行的結構性產品在本

交易所上市期間內須：－ 
… 

 
(4) 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登載於發行人在香港的註冊辦事處或主要

營業地點又或本交易所所接受的其他香港地點（可以是網站）備存《上市規則》

第 15A.21(1)及(2)條所提及的財務資料，以備公眾人士查閱。該財務資料須不

時按照本交易所要求的形式於本交易所網站登載。 
… 
 
15A.59 正式公告須載列至少以下各項資料：－   

… 
 
  (13) 公眾人士可索查閱上市文件的地址及╱或網址以及日期； 

 
… 

 
…  

javascript:openrulebook(9970,1);
javascript:openrulebook(6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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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股本證券 

 
股份期權計劃 

… 
 

採納新計劃 
 
17.02 … 
 

(2) 上市發行人不一定要將計劃文件發給股東傳閱；但若沒有發給股東傳閱，上市

發行人則必須在股東大會舉行前不少於 14 天內把計劃文件登載於本交易所網

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存放在一個位於香港的地點以供查閱，股東大會當天亦須

在會上提供計劃文件以供查閱。股東決議案所批准的條款必須是上市發行人發

給股東傳閱的計劃摘要。向股東發出的通函必須包括以下資料： 
 …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6968&type=0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6971&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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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股本證券 

 
… 
 

主要上市 
… 
 

上市資格 
 

19.05  下列附加規定適用： 
… 

 
(6)  如海外發行人在《上市規則》第 7.14(3)條所述的情況下有意以介紹方式在本交

易所作主要上市 
 

(a)  則必須遵守下列附加規定： 
 

… 
 

(ii)  在上市文件內以本交易所按照個別情況而確定或同意的形式概述上文

的管制條文，而本交易所在這方面可全權作出決定，惟倘若海外發行

人在附錄十三訂明有關附加規定的司法地區註冊或成立，則有關概要

只需列入備查文件內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參閱附

錄十三）；及 
 
   … 

上市文件 
… 
 
19.10 下列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適用： 
  … 
 

(5) 對於在《上市規則》第 7.14(3)條所述的情況下介紹上市時，下列修訂條文、例

外情況及附加規定適用： 
 … 
 

(e) 《上市規則》附錄一 A部第 51A段及第五章規定刊載的任何估值（如《上

市規則》第 19.10(5)(d)條所修訂者），只需在上市文件內予以概述，惟須

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登載提供詳盡的估值報告以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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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備查文件指附錄一 A 部第 53 段及 B

部第 43段所述的文件。除非《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另有規定，否則，

如任何該等文件並無英文本，則須備有將經認證的英文譯本以供查閱登載於本

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此外，在《上市規則》第 19.10(3)條適用的情

況下，海外發行人必須提供將與其註冊或成立司法地區的管制條文概要有關的

任何法例或規例，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在特殊情

況下，本交易所可要求額外的文件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

網站；及 
 … 
 
 

第二上市 
… 
 

上市文件 
… 
 
19.36 下列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適用： 
  … 
 
 (3)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備查文件指附錄一 A 部第 53 段及 B

部第 43段所述的文件。除非《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另有規定，否則，

如任何該等文件並無英文本，則須備有將經認證的英文譯本以供查閱登載於本

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在特殊情況下，本交易所可要求額外的文件以

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 
 … 
 
  

javascript:openrulebook(8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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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 A章 

 
股本證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發行人 

… 
 

第十一章  上市文件 
… 
 
19A.27 下列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適用於上市文件的內容： 

… 
 
 (4)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備查文件指附錄一 A 部第 53 段及 B

部第 43段所述的文件。除非《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另有規定，否則，

如任何該等文件並無英文本，則須備有將經認證的英文譯本以供查閱登載於本

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此外，在《上市規則》第 19A.27(3)條適用的情

況下，中國發行人必須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登載提供與適用的中

國法律概述有關的任何法例或規例，以供查閱。在特殊情況下，本交易所可要

求額外的文件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 
… 
 
 

附錄三  公司章程或同等的制憲文件 
… 
 
19A.50 中國發行人須將以下文件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備置於香港某一地

點，以供公眾人士及股東免費查閱，並在收取合理費用後供股東複印該等文件： 
 

(1)  股東名冊的全份副本； 
 

(2)  中國發行人已發行股本狀況的報告； 
 

(3)  中國發行人最近期的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董事會、核數師及監事會報告； 
 

(4)  中國發行人的特別決議； 
 

 (5) 中國發行人自上一個財政年度以來所購回自己證券的數目及面值、為此支付的

總額、及就每一類別購回的證券支付的最高及最低價的報告（按內資股及外資

股（及如適用，H股)進行細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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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已呈交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他主管機關存案的最近一期的週年申報表副

本。；及 
 
 (7) [已於[]刪除]股東大會的會議記錄（僅供股東查閱）。 
 
19A.50A 中國發行人須將股東會議紀錄備置於香港某一地點，以供股東免費查閱，並在收取合

理費用後供股東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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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投資工具 

 
 

認可集體投資計劃 
… 

上市文件 
… 

20.19A  申請人的所有上市文件（包括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均須以電子印刷

本形式在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或證監會批准的其他刊發形式印刊發。申

請人可在符合法律及其本身組織章程文件的情況下，以唯讀光碟（相關的申請表格

須以電子格式一併收載在同一唯讀光碟內）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額外文本，惟申請人

必須確保： 

 (a) 唯讀光碟包括： 

(i) 一項聲明，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的電子格式內容與印刷本內容完

全一致；及 

(ii) 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同時備有印刷本，並提供派發地點的地址；

及  

(b)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日後的任何修訂能同樣以印刷本及唯讀光碟的

方式提供，屆時，申請人必須同時遵守上文(a)項，只是其中提述「上市文件」

及「申請表格」之處詮釋為增補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或上市文件修訂以

及相關申請表格。 

 

註：《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列明，除非與符合其要求的招股章程一併發出，否則公

司單獨發出申請認購其股份或債券的申請表格並不合法。《上市規則》規定上市文件（包

括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只須以電子形式提供，再加上《公司（清盤及雜項

條文）條例》下申請表格須與招股章程一併發出的法定規定，等同是說按照法例，除非在

採取混合媒介要約的情況下紙本申請表格可與電子招股章程一併發出，上市文件與申請

表格必須以同一媒介（即僅以電子形式）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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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債務證券 

 
上市文件 

 
… 

語文 

25.13 上市文件須以英文刊發，並隨附中文譯本。但在下列情況下則除外：如屬新申請

人，上市文件的英文本可與中文譯本分開來派發（而且，反之亦然），但有一個前

提，就是在每一個該等文件的派發地點及在派發期間，兩個文本均可供取用。 

… 

         刊登 

… 

 

25.17 在其他各種情況下，須在開始買賣至少足兩個營業日前按照《上市規則》第 2.07C

條的規定刊登載述下列資料的正式通告，而若同時在報章上刊登正式通告（不論

是否按照《上市規則》第 2.07C條的規定），該正式通告的尺寸不得小於 12厘米

×16厘米（約 4吋×6吋）： 

… 

(4) 公眾人士可索閱登載上市文件（如有）的地網址； 

 附註： 若發行人擬倚賴類別豁免公告進行《上市規則》第 25.19B(1)條所

述的混合媒介要約，則《上市規則》第 25.19B(2)條取代本條規定。 

… 

… 
 
25.19 發行人必須刊發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以供公眾人士於正式通告刊登日期後的

一段合理期間（如屬發售以供認購或發售現有證券，須不短於發售期間，而在

其他各種情況下，則不少於十四天）在上市規則第 25.17(4)條所述的地址免費

索閱。在所有情況下，如於報章上刊登上市文件，則須附有一項公眾人士可有

關上市文件於一段合理期間（須不短於發售期間）相若在指定地網址索閱有關

上市文件登載的聲明。 

javascript:openrulebook(4452,1);
javascript:openrulebook(4452,1);
javascript:openrulebook(4452,1);
javascript:openrulebook(7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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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上市文件印刷本及收載於唯讀光碟 

 

25.19A  新申請人印必須以電子形式在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刊發上市文件

（包括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的形式必須包括印刷本。新申請人

可在符合法律及其本身組織章程文件的情況下，以唯讀光碟（相關的申請表格

（如有）須以電子格式一併收載在同一唯讀光碟內）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額外文

本，惟新申請人必須確保： 

 (a) 唯讀光碟包括： 

 (i) 一項聲明，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如有）的電子格式內容

與印刷本內容完全一致；及 

 (ii) 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如有）同時備有印刷本，並提供派

發地點的地址；及 

 

 (b)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日後的任何修訂能同樣以印刷本及唯讀光

碟的方式提供，屆時，新申請人必須同時遵守上文(a)項，只是其中提述

「上市文件」及「申請表格」之處則詮釋為增補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

或上市文件修訂以及相關申請表格（如有）。 

https://cn-rules.hkex.com.hk/tr/chi/browse.php?root=9c57f7926b6816a1128d8eae33bffb73&id=7735&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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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債務證券 
 

不限量發行、債務證券發行計劃及 

有資產支持的證券 
… 
 

B部 — 債務證券發行計劃 
… 
 

上市文件 
… 
 
29.09 除附錄一 C 部第 54 段所述的文件外，就根據計劃作出的發行而言，下列文件須登載

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存放在發行人的註冊辦事處及其香港付款代理的辦

事處以供查閱： 
 

(a) 現行上市文件； 
 
(b) 自現行上市文件刊發後所刊發的任何補充上市文件；及 
 
(c) 自現行上市文件刊發後所刊發的任何訂價補充文件。 

 
29.10 上市文件須包括附錄一 C 部第 54 段所述的文件（展示文件）有關在計劃推行期間登

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存放在發行人的註冊辦事及其香港付款代理的辦

事處的所述文件（所示文件）的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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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債務證券 
 

海外發行人 
 

… 
申請程序及規定 

 

上市文件 
 
36.08  下列修訂條文適用： 
 

…  
 

(3)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備查文件指附錄一 C部第 54段所述的

文件。如任何該等文件並無英文本，則須將備有經認證的英文譯本以供查閱登載

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在特殊情況下，本交易所可要求額外的文件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以供查閱；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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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A部 

 
股本證券 

 
適用於其股本從未上市的發行人尋求將其股本證券上市 

… 
 
重大合約及備查展示文件 
… 
 
53.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天）內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本身網站的，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其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同等文件； 
 
(2) 依據第 46(1)及 52段披露的每項合約，或（如屬非以書面訂立的合約）載列該合

約詳情的備忘錄； 
 
(3) 任何在上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的由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

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說明，載列其就達致其報告內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整

及作出調整的原因；及 
 
(5) 發行人於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會計年度每年的經審計帳目，或（如屬有關集

團）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計綜合帳目，連同（如屬香港發行人）《公司

條例》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書或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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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B部 

 
股本證券 

 
適用於其部份股本已經上市的發行人尋求將其股本證券上市  

… 
 
重大合約及展示文件 
… 
 
43.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天）內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本身網站的，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其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同等文件；[已於[]刪除] 
 

(2) 下列各項合約： 
  

(a)  根據第 39段披露的任何服務合約； 
 
(b)  根據第 42段披露的任何重大合約；及 
 
(c)  如屬須予公布的交易或關連交易通函，則通函所述與交易相關的任何合約， 

  
   或如上述任何合約並無以書面訂立，則載列合約詳情的備忘錄； 
 

(3)  任何在上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的由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

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及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說明，載列其就達到其報告內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整

及作出調整的原因；。 
 
 (5) 發行人於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會計年度每年的經審計帳目，或（如屬有關集

團）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計綜合帳目，連同（如屬香港發行人）《公司

條例》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書或資料；及[已於[]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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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根據第十四及╱或十四A章規定刊發（自最近期公布經審計帳目的結算日後刊發）

的每份通函。[已於[]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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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C部 

 
債務證券 

 
適用於債務證券尋求上市 

… 
 
有關發行的合約及備查展示文件 
… 
 
54.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天）內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本身網站的，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其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組織大綱及章程或同等文件； 
 

(2) 規限債務證券的任何信託契約、財務代理協議或其他文件； 
 
(3) 任何在上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的由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

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說明，載列其就達致其報告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整

及作出調整的原因；及 
 
(5)  發行人於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會計年度每年的經審計帳目及中期報表，或

（如屬有關集團）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計綜合帳目，連同（如屬香港

發行人）《公司條例》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書或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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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D部 

 
結構性產品 

… 
 
有關發行人的資料 
… 
 
12.  說明發行人承諾在其發行的任何結構性產品在本交易所上市期間，將可讓公眾人士可查閱

發行人或（如屬擔保發行）擔保人已公佈的經審計綜合財務報表以及任何其他更新近發佈

的中期及季度財務報表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並且提供每個網站的網址

發行人若擬以將資料登載於網站的方式履行這項責任，必須提供有關網址。 
 
… 
 
備查展示文件 
 
27. 於任何根據上市文件發行的結構性產品在本交易所上市期間，下列文件登載於本交易所

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在香港某個可供查閱下列文件的地點（或網站）詳情： 
 

(1) 在上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任何部份的由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

資產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 
 

(2) 任何當前及日後發出的基礎上市文件及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及 
 

(3) 發行人及擔保人最近期的已發佈經審計綜合財務報表，以及任何其他更新近發佈

的中期及季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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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E部 

 
預託證券 

 
適用於其股本從未上市的發行人尋求將其預託證券上市 

… 
 
重大合約及備查展示文件 
… 
 
76.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天）內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本身網站的，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其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同等文件； 
 

(2) 依據第 46(1)及 75 段披露的每項合約，或（如屬非以書面訂立的合約）載列該

合約詳情的備忘錄； 
 
(3) 任何在上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的由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

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說明，載列其就達致其報告內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

整及作出調整的原因； 
 
(5) 發行人於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會計年度每年的經審計帳目，或（如屬有關集

團）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計綜合帳目，連同（如屬香港發行人）《公

司條例》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書或資料；及 
 
(6) 存管人與發行人簽立的預託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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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F部 

 
預託證券 

 
適用於其預託證券代表的部份股本已經上市的發行人尋求將其預託證券上市 
… 
 
重大合約及備查展示文件 
… 

 
66.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天）內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本身網站的，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其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同等文件；[已於[]刪除] 
 
(2) 下列各項合約： 

  
(a) 根據第 35段披露的任何服務合約； 

 
(b) 根據第 65段披露的任何重大合約；及 

 
(c) 如屬須予公布的交易或關連交易通函，則通函所述與交易相關的任何合約， 
 
或如上述任何合約並無以書面訂立，則載列合約詳情的備忘錄； 
 

 (3)  任何在上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的由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

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說明，載列其就達到其報告內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整

及作出調整的原因；及 
 
(5) 發行人於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會計年度每年的經審計帳目，或（如屬有關集

團）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計綜合帳目，連同（如屬香港發行人）《公司

條例》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書或資料； [已於[]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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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第十四及╱或十四A章規定刊發（自最近期公布經審計帳目的結算日後刊發）

的每份通函；及[已於[]刪除] 
 
(7) 存管人與發行人簽立的預託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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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保證或規限債務證券的 
信託契約或其他文件 

… 
 

修訂 
 
9. 就信託契約的建議修訂致債務證券持有人的通告文件須： 

… 
 
 (b) 載有建議修訂的全部條款，或說明該等內容將會其在下列日期及地點可供查閱的

聲明： 
 
  (i) 自發出通告日期起至在香港或接近香港或交易所決定的其他地點舉行的有

關股東大會結束時止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及 
 
  (ii) 在股東大會舉行的地點至少開會前十五分鐘及在大會舉行期間可供查閱；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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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H 部 

 
證券類別：結構性產品 
 
下文以粗體字排印者為《上市協議》的文本；文本中每段文字後以斜體字排印的附註，則為該

段的釋義及適用範圍。 
 
如發行人的責任非由一擔保人作出擔保，則文中對擔保人之提述可予刪除。 
… 
 

週年賬目 
 

董事會報告及週年賬目的分發 
 
5. 只要仍有上市證券在市場上流通，發行人及擔保人即須在其於香港的註冊辦事處、在香

港的註冊營業地點或為本交易所接納的其他地點（可以是某個網站），提供將其最近期經

審計財務報表以及中期及（若有發布）季度財務報表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

網站，以提供予其上市證券持有人查閱。 
 
… 
 
 

公告、通函及其他文件 

 

… 

 

文件、通函等的送交 
 
15.  發行人須按下述數量（或本交易所合理要求的額外數量）將下列文件（連同電腦檔案）

送交本交易所： 
 

(1) 所有致其上市證券持有人的通函一份，該通函須於發行人按其上市證券持有人在

香港的登記地址予以寄付或提供備查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同

時送交本交易所；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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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有關若干司法地區的附加規定 

 
 

A部 
百慕達  

… 
 

第二節 
 

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 
（參閱《上市規則》第 19.05(6)(a)(ii)、19.08(4)及 19.10(2)、(3)及(5)(a)條） 

… 
 

1.  如屬在《上市規則》第 7.14(3)條所述情況下以介紹方式上市，下列文件可供查閱登載於

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而非載於上市文件內： 
 

(1)  《上市規則》第 19.10(2)條所規定的海外發行人組織文件的條文摘要； 
 
(2)  《上市規則》第 19.10(3)條所規定的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司法管轄區的有關監管

條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摘要；及 
 
(3)  《上市規則》第 19.10(5)(a)條所規定的該等組織文件與香港上市發行人現有公司章

程細則的比較。 
 

… 
 

附加陳列的文件 
 

5.  第十九章及本附錄的規定指如屬在《上市規則》第 7.14(3)條所述情況下以介紹方式上市，

下列附加文件必須陳列，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 
 

(1)  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國家的有關監管條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摘要，連同全部有關

法例及/或規例的副本； 
 
(2)  海外發行人建議的新組織文件的條文摘要，以及海外發行人的組織文件與香港上市發

行人（其證券已通過某種方式被交換）的組織文件的比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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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上市文件內只作概述的任何物業估值報告全文副本（參閱《上市規則》第 19.10(5)(e)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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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 

開曼群島 
… 

 
第二節 

 
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 

（參閱《上市規則》第 19.05(6)(a)(ii)、19.08(4)及 19.10(2)、(3)及(5)(a)條） 
 

1.  如屬在《上市規則》第 7.14(3)條所述情況下以介紹方式上市，下列文件可供查閱登載於

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而非載於上市文件內： 
 

(1) 《上市規則》第 19.10(2)條所規定的海外發行人組織文件的條文摘要； 
 

(2) 《上市規則》第 19.10(3)條所規定的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司法管轄區的有關監管條

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摘要；及 
 

(3) 《上市規則》第 19.10(5)(a)條所規定的該等組織文件與香港上市發行人現有公司章程

細則的比較。 
 

… 
 

附加陳列的文件 
 

5.  第十九章及本附錄的規定指如屬在《上市規則》第 7.14(3)條所述情況下以介紹方式上市，

下列附加文件必須陳列，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 
 

(1)  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國家的有關監管條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摘要，連同全部有 

關法例及/或規例的副本； 
 
(2)  海外發行人建議的新組織文件的條文摘要，以及海外發行人的組織文件與香港上 

市發行人（其證券已通過某種方式被交換）的組織文件的比較；及 
 
(3)  在上市文件內只作概述的任何物業估值報告全文副本（參閱《上市規則》第 19.10(5) 

(e)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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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GEM規則》修訂建議 
 

第七章 
 

總則 
 

會計師報告及備考財務資料 

… 

帳目調整表 

 
7.18  在編制會計師報告時，如申報會計師認為，就會計師報告的目的而言作出調整（如有

的話）是適當的，則須作出調整，並在報告內申明已作出一切必要的調整，或（如屬

適用）申明毋須作出調整。一旦作出調整，則申報會計師必須發出一份書面聲明（即

帳目調整表）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以供公眾查閱；而該份調整表必

須由申報會計師簽署（參閱《GEM上市規則》附錄一 A部第 52段及 B部第 4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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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物業的估值及資料 

 
… 

 
申請人的規定 

 
… 
 
8.01B  上市文件必須包括下列資料： 
 

(1)  申請人物業業務的物業權益方面： 
 

…  
 

(b)  若估值師釐定物業權益的市值低於《GEM上市規則》第 8.01A(1)條規定須

估值的物業權益總值的 5%，則容許以摘要方式披露。有關披露摘要的格式

見《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九。本交易所可按情況接納申請人改變此摘要

格式。載有本規則規定資料的估值報告須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

身網站提供予公眾查閱； 
 

附註： 披露摘要的格式可按申請人的情況修改。申請人須提供投資者作

出知情決定所需的其他資料。 
 

… 
 

發行人的規定 
 
… 
 
8.02B  （須符合第 8.03 條），根據第 8.02條發出的通函必須包括下列資料： 
 
 … 

 
(2)  對於非上市公司，而其資產只有或主要為物業： 

… 
 

(b)  若估值師釐定物業權益的價值低於《GEM上市規則》第 8.02條規定須估值

的物業權益總值的 5%，則容許以摘要方式披露。有關披露摘要的格式見

《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九。本交易所可按情況接納發行人改變此摘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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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載有本規則規定資料的估值師報告須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

身網站提供予公眾查閱；及 
 

附註：  披露摘要的格式可按發行人的情況修改。發行人須提供投資者作

出知情決定所需的其他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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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股本證券 

 
對購買、出售及認購的限制 

 
… 

對重複申請的限制 

 
… 
 
 
13.23 發行人、其董事、保薦人及（如適用）包銷商必須確保證券發售包括下述的條款及條

件（並在上市文件及有關申請表格作出披露），即各申請人在作出填妥及提交申請表格

時，已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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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股本證券 

 
上市文件 

… 

語文及形式 

14.25 上市文件須以英文刊發，並隨附中文譯本，或以中文刊發，並隨附英文譯本。但在下

列情況下則除外：如屬新申請人，上市文件的英文本可與中文譯本分開來派發，或上

市文件的中文本可與英文譯本分開來派發（視屬何情況而定），但有一個前提，就是於

派發期間，在每一個該等文件的派發地點，兩個文本均可供同時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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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股本證券 

 
公佈規定 

 
本交易所的角色 

 
… 
 
16.03  發行人根據《GEM 上市規則》規定須作出的任何公佈，均須以中英兩種語言發表，

除非另有說明，則作別論。 
 

註：本規定不適用於根據以下規定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網站的文件：《GEM

上市規則》第 7.18條、第 8.01B(1)(b)條、第 8.02B(2)(b)條、第 23.02(2)條、第 24.09 

(2)條、第 24.09 (3)條、第 24.09(5)(a)及(e)條、第 24.09(6)條、第 25.20(4)條、第 25.37

條、第 32.05(3)條、第 35.10條、第 35.11條、附錄一 A部第 52段、附錄一 B部第

42 段、附錄一 C 部第 53 段、附錄四第 9(b)(i)段、附錄十一 A 部第 2 節第 1 及 5段

及附錄十一 B部第 2節第 1及 5段。 
 

 
公佈及發佈的方法 

 
… 

 
16.04C 新申請人印必須以電子形式在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刊發上市文件（包括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的形式必須包括印刷本。新申請人可在符合法

律及其本身組織章程文件的情況下，以唯讀光碟（相關的申請表格須以電子格式一

併收載在同一唯讀光碟內）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額外文本。 

 新申請人若以電子格式收載在唯讀光碟的方式提供額外文本，則必須確保： 

 (a) 唯讀光碟包括： 

 (i) 一項聲明，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的電子格式內容與印刷本內容

完全一致；及 

 (ii)  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同時備有印刷本，並提供派發地點的地址；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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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日後的任何修訂能同樣以印刷本及唯讀光碟的

方式提供，屆時，新申請人必須同時遵守上文(a)項，只是其中提述「上市文

件」及「申請表格」之處則詮釋為增補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或上市文件修

訂以及相關申請表格。  
 
註：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列明，除非與符合其要求的招股章程一併發出，

否則公司單獨發出申請認購其股份或債券的申請表格並不合法。《GEM 上市規

則》規定上市文件（包括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只須以電子形式提

供，再加上《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下申請表格須與招股章程一併發出

的法定規定，等同是說按照法例，除非在採取混合媒介要約的情況下紙本申請表

格可與電子招股章程一併發出，上市文件與申請表格必須以同一媒介（即僅以電

子形式）發出。 
 

16.09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16.07條或 16.08條須於 GEM網頁刊登的正式通告，至少

必須刊載下列資料： 

 … 

 (3) 公眾人士可索閱登載上市文件（如有）的地網址； 

 附註： 若發行人擬倚賴類別豁免公告進行《GEM 上市規則》第 16.04D 條所

述的混合媒介要約，則《GEM 上市規則》第 16.04D(2)條取代本條規

定。 

  … 

 

16.11 在所有情況下，如於報章上刊登上市文件，則必須附帶說明公眾人士可於上市文件

將於指定的網址登載一段合理期間（須不短於發售期間）在指定的地址索閱該等上

市文件，並須刊發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以供公眾人士於該期間內在該（等）地址

索閱。 

 

16.12  在所有情況下，如須刊登正式通告（參閱《GEM 上市規則》第 16.07 條或 16.08

條），發行人必須刊發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如有），以供公眾人士於正式通告刊登

日期後的一段合理期間（如屬《GEM上市規則》第 16.07條所述的情況，須不短於

發售期間，而在其他各種情況下，則不少於 14天）內在《GEM上市規則》第 16.09(3)

條所提及的地址免費索閱。[已於[]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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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股本證券 

 
持續責任 

 
 

… 
 

公告、通函及其他文件 
 

文件的審閱 
 

17.53 在符合《GEM 上市規則》第 17.53A 條的情況下，如發行人有責任按《GEM 上市規

則》的要求刊發任何公告、通函或其他文件，有關文件毋須在刊發前先呈交本交易所

審閱，除非有關文件屬《GEM上市規則》第 17.53(1) 或(2)條所述文件。 
 

(1) 發行人在刊發以下文件前須先將文件草擬本呈交本交易所審閱： 
 

… 
 

(2) 下列過渡條文適用於本規則所述公告，有關條文停止生效的日期由本交易所釐

定及公布。 
 
發行人在刊發以下公告前須先將公告草擬本呈交本交易所審閱： 
 
… 
 
附註： 1. 發行人提交本交易所的文件須一式四份，並須給予本交易所充份時

間審閱有關文件所呈交之草擬本。如有需要，須在有關文件分發或

最後付印前再向本交易所提交修訂稿。 
 
 2. 發行人或其他負責人在以電子方式提交任何文件初稿以供審閱時，

須以電話、傳真或函件通知上市科。[已於[]刪除] 
 
 … 
 

17.53A 除《GEM上市規則》第 17.53條所載的具體規定外，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有權要

求任何公告、通函或其他文件在刊發前先經其審閱。在這情況下，本交易所會向發行

人作出指示，要求文件在刊發前先經其審閱，並向發行人解釋其決定。發行人須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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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將文件草擬本呈交本交易所審閱，並待至本交易所向發行人確認其對有關文件再無

其他意見後才予以刊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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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股本證券 

 
須予公布的交易 

 
… 
 

通函的內容 
 
… 
 

主要交易的通函 
 
… 
 
19.66 有關主要交易的通函須載有下列資料： 
 

… 
 
 (11) 《GEM上市規則》附錄一Ｂ部下述各段指定有關上市發行人的資料： 
 

28-   債項 

29(1)(b)-  財務及營運前景 

30-   足夠的營運資金（須把有關交易的影響考慮在內） 

40-   董事或專家於集團資產的權益 

41-   重大合約 

42-   備查文件； 

42(2)(c)、(3)及(4) - 展示文件； 
 

… 
未能取得有關資料以就主要交易或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編制通函 

 
19.67A  … 
 

(2)  如符合第(1)(a)、(b) 及(c)段所列條件，上市發行人可暫緩遵守有關目標公司及

╱或經擴大的集團若干非公開資料的披露規定。在此等情況下，上市發行人須

在《GEM上市規則》第 19.41及 19.42條或第 19.48 及 19.52條所述時間內發

出初步通函，使其部分地遵守《GEM上市規則》第 19.66 及 19.67 條或第

19.69 條的規定。初步通函須至少包括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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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如未能提供有關經擴大後的集團的所需資料，則須包括下列有關發行人的

資料： 
    … 
    

(viii)   重大合約及展示備查文件（見《GEM上市規則》第 19.66(11)

條、附錄一 B部第 41、42段及附註 2）；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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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股本證券 

 
關連交易 

 
… 
 

通函 
 
… 
 
20.68 通函至少須載有下列各項資料： 
 

… 
 
 (13) 《GEM上市規則》附錄一 B部下述各段所指定的資料： 
 

1－上市發行人名稱 

2－董事的責任 

5－專家的聲明 

10－將予發行的證券（如適用） 

29(2)－如有盈利預測須遵守的規定 

32－沒有重大的不利轉變 

39－董事的服務合約 

40－董事的資產權益 

42(2)(a) 及(c)－備查文件 

42(2)(c)－展示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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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股本證券 

 
股份期權計劃 

… 
 

採納新計劃 
 
23.02 … 
 
 (2) 上市發行人不一定要將計劃文件發給股東傳閱；但若沒有發給股東傳閱，上市

發行人則必須在股東大會舉行前不少於 14 天內把計劃文件登載於本交易所網

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存放在一個位於香港的地點以供查閱，股東大會當天亦須

在會上提供計劃文件以供查閱。股東決議案所批准的條款必須是上市發行人發

給股東傳閱的計劃摘要。向股東發出的通函必須包括以下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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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股本證券 

 
海外發行人 

… 
 

第十四章 上市文件 
… 
 
24.09 下列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適用： 
 
 … 
 

(2)  上市文件須載有海外發行人組織文件中所有會影響股東權利及保障及董事權力

的條文概要（使用《GEM 上市規則》附錄十一第二節就若干司法地區所規定的

標題）。如屬在《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一訂明有關附加規定的司法地區註冊或

成立並在《GEM 上市規則》第 10.18(3)條所述的情況下申請介紹上市的海外發

行人，其概要只須載列於供查閱的文件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

（參閱《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一）； 
 

(3) 上市文件須載有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司法地區的有關管制條文（法定或其他

條文）概要，刊載形式由本交易所因應個別情況予以同意及全權決定。如屬在

《GEM 上市規則》附錄十一訂明有關附加規定的司法地區註冊或成立並在

《GEM上市規則》第 10.18(3)條所述的情況下申請介紹上市的海外發行人，其

概要只須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載列於供查閱的文件（參閱

《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一）； 
 

  … 
 
 (5) 對於在《GEM上市規則》第 10.18(3)條所述的情況下介紹上市時，下列修訂條

文、例外情況及附加規定適用： … 
 

(a) 上市文件必須包括（但並不以任何形式限制《GEM上市規則》第 24.09(2)

條所規定的撮要範圍）香港上市發行人的現有公司章程細則與海外發行

人組織文件所擬內容的比較（刊載形式與《GEM 上市規則》附錄十一

第二節就若干司法地區所規定的形式相同）。如屬在《GEM 上市規則》

附錄十一訂明有關附加規定的司法地區註冊或成立的海外發行人，其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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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只須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載列於供查閱的文件（參

閱《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一）； 
  … 
 
  (e) 《GEM上市規則》附錄一 A部第 50A段及第八章規定刊載的任何估值

（如《GEM上市規則》第 24.09(5)(d)條所修訂者），只需在上市文件內

予以概述，惟須提供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登載詳盡的估值

報告以供查閱； 
 
 (6)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備查文件指《GEM上市規則》附錄一

A 部第 52 段及 B 部第 42 段所述的文件。如任何該等文件並無中文或英文文

本，則須備有將經認證的中文或英文譯本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本身網站。此外，在《GEM上市規則》第 24.09(3)條適用的情況下，海外發

行人必須提供將與其註冊或成立司法地區的管制條文概要有關的任何法例或規

例，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在特殊情況下，本交易

所可要求額外的文件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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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股本證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註冊成立的發行人 

… 
 

第十四章 上市文件 
 
25.20 下列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適用於上市文件的內容： 

… 
 
 (4)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備查文件指《GEM上市規則》附錄一

A 部第 52 段及 B 部第 42 段所述的文件。如任何該等文件並無英文或中文文

本，則須備有將經核證的英文或中文譯本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

人本身網站。此外，在《GEM上市規則》第 25.20(3)條適用的情況下，中國發

行人必須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登載提供與適用的中國法律概述有

關的任何法例或規例，以供查閱。在特殊情況下，本交易所可要求額外的文件，

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 
 … 
 

制憲文件 
… 
 
25.37 中國發行人須將以下文件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備置於香港某一地點，

以供公眾人士及股東免費查閱，並在收取合理費用後供股東複印該等文件： 
 

(a) 股東名冊的全份副本； 
 

(b) 中國發行人已發行股本狀況的報告； 
 

(c) 中國發行人最近期的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董事會、核數師及監事會報告； 
 

(d) 中國發行人的特別決議； 
 

(e) 中國發行人自上一個財政年度以來所購回自己證券的數目及面值、為此支付的

總額、及就每一類別購回的證券支付的最高及最低價的報告（按內資股及外資股

（及如適用，H股）進行細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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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已呈交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他相關機關存案的最近一期的週年申報表副

本。；及 
 
 (g) 股東大會的會議記錄（僅供股東查閱）。[已於[]刪除] 
 
25.37A 中國發行人須將股東會議紀錄備置於香港某一地點，以供股東免費查閱，並在收取合

理費用後供股東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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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債務證券 

 
上市文件 

… 
 

語文及形式 

29.15 上市文件須以英文刊發，並隨附中文譯本，或以中文刊發，並隨附英文譯本。但下列

情況則除外：如屬新申請人，上市文件的英文本可與中文譯本分開派發，或上市文件

的中文本可與英文譯本分開派發（視情況而定），但有一個前提，就是於派發期間，在

每一個該等文件的派發地點，必須同時提供兩種文本以備索閱。 

 

刊登 

… 

29.19 於所有其他情況下，列明下列資料的正式通告須在證券開始買賣前至少足兩個營業日

前按照《GEM上市規則》第十六章的規定於 GEM網頁刊登： 

… 

 

 (4) 公眾人士可索閱登載上市文件（如有）的地網址； 

附註：  若發行人擬倚賴類別豁免公告進行《GEM 上市規則》第 29.21B(1)條
所述的混合媒介要約，則《GEM 上市規則》第 29.21B(2)條取代本條

規定。 

… 

 
29.21 發行人必須刊發足夠數量的上市文件，以供公眾人士於正式通告刊登日期後的一段

合理期間（如屬發售以供認購或發售現有證券，須不短於發售期間，而在其他各種

情況下，則不少於十四天）在《GEM 上市規則》第 29.19(4)條所述的地址免費索

閱。在所有情況下，如於報章上刊登上市文件，則須附有一項公眾人士可上市文件

將於相若期間在指定的地網址索閱有關上市文件登載一段合理期間（須不短於發售

期間）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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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1A  新申請人印必須以電子形式在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刊發上市文件（包括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修訂）的形式必須包括印刷本。新申請人可在符合法

律及其本身組織章程文件的情況下，以唯讀光碟（相關的申請表格（如有）須以電

子格式一併收載在同一唯讀光碟內）的方式向公眾提供額外文本。 

 新申請人若以電子格式收載在唯讀光碟的方式提供額外文本，則必須確保： 

 (a) 唯讀光碟包括： 

 (i) 一項聲明，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如有）的電子格式內容與

印刷本內容完全一致；及 

 (ii) 確認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如有）同時備有印刷本，並提供派發

地點的地址；及 

 (b) 任何增補上市文件或上市文件日後的任何修訂能同樣以印刷本及唯讀光碟

的方式提供，屆時，新申請人必須同時遵守上文(a)項，只是其中提述「上

市文件」及「申請表格」之處則詮釋為增補上市文件及相關申請表格或上

市文件修訂以及相關申請表格（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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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債務證券 

 
海外發行人 

… 

 
上市文件 

… 

 
32.05  下列修訂條文適用： 
 

… 
 
(3)  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的備查文件指《GEM 上市規則》附錄一

C部第 53段所述的文件。如任何該等文件並無英文本，則須備有將經認證的英

文譯本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在特殊情況下，本交易

所可要求額外的文件以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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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債務證券 

 
不限量發行、債務證券發行計劃及 

有資產支持的證券 
… 
 

債務證券發行計劃 
… 
 

上市文件 
… 
 
35.10 除《GEM上市規則》附錄一 C部第 53(5)段所述的文件外，就根據計劃作出的發行而

言，下列文件須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存放在發行人的註冊辦事處及

其香港付款代理的辦事處以供查閱： 
 

(1) 現行上市文件； 
 

(2) 自現行上市文件刊發後所刊發的任何補充上市文件；及 
 

(3) 自現行上市文件刊發後所刊發的任何訂價補充文件。 
 

 
35.11 上市文件須包括《GEM 上市規則》附錄一 C 部第 53(5)段所述的文件（展示文件）有

關在計劃推行期間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存放在發行人的註冊辦事處

及其香港付款代理的辦事處的所述文件（所示文件）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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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A部 

 
股本證券 

 
適用於其股本從未上市的發行人尋求將其股本證券上市 

… 
 
重大合約及備查展示文件 
… 
 
52.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 天）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

本身網站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的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同等文件； 
 

(2) 依據第 46(1)及 51段披露的每項合約，或（如屬非以書面訂立的合約），載列該

合約詳情的備忘錄； 
 
(3) 任何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上

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其任何部分）；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聲明，載列其就達致其報告內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

整及作出調整的原因；及 
 
(5)  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財政年度發行人每年的經審核賬目，或(如屬有關集團)

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核綜合賬目，連同(如屬香港發行人《公司條例》 ) 

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書或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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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B 部 
 

股本證券 
 

適用於其部分股本已經上市的發行人 
尋求將其股本證券上市 

… 
 
重大合約及備查展示文件 
… 
 
42.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 天）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

本身網站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的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同等文件；[已於[]刪除] 
 

(2) 下列各項合約： 
  

 (a)  根據第 39段披露的任何服務合約； 
  

(b)   根據第 41段披露的任何重大合約；及 
 
(c)  如屬須予公布的交易或關連交易的通函，則通函所述與交易相關的任何合

約， 
  
   或若上述任何合約並無以書面訂立，則載述一切有關詳情的協議備忘； 
 

 (3)  任何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上

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其任何部分）；及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聲明，載列其就達到其報告內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整

及作出調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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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財政年度發行人每年的經審核賬目，或（如屬有關集團）

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核綜合賬目，連同（如屬香港發行人）《公司條

例》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明書或資料；及[已於[]刪除] 

 

 (6) 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十九及╱或二十章規定刊發（自最近公佈經審核賬目結

算日後刊發）每份通函。[已於[]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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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上市文件的內容 

 
C部 

 
債務證券 

 
適用於債務證券尋求上市 

… 
 
有關發行的合約及備查展示文件 
… 
 
53. 下列文件（或其副本）在一段合理期間（須不少於 14 天）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

本身網站在香港某一地點可供查閱的有關詳情： 
 

(1) 發行人的公司組織大綱及章程或同等文件； 
 

(2) 規限債務證券的任何信託契約、財務代理協議或其他文件； 
 
(3) 任何專家發出的一切報告、函件或其他文件、資產負債表、估值報告及聲明（上

市文件內摘錄或提及其任何部分）； 
 
(4) 由申報會計師簽署的書面聲明，載列其就達致其報告列出的數字所作出的調整及

作出調整的原因；及 
 
(5) 緊接上市文件刊發前兩個財政年度發行人每年的經審核賬目及中期報表，或（如

屬有關集團）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每年的經審核綜合賬目，連同（如屬香港發行

人）《公司條例》規定的一切附註、證明書或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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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保證或規限債務證券的 
信託契約或其他文件 

… 
 

修訂 
 
9. 就信託契約的建議修訂致債務證券持有人的通函須： 

… 
 
 (b) 載有建議修訂的全部條款，或說明該等內容將會其在下列日期及地點可供查閱的

聲明： 
 
  (i) 自發出通告日期起至在香港或接近香港或本交易所決定的其他地點舉行的

有關股東大會結束時止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及 
 
  (ii) 在股東大會舉行的地點至少開會前十五分鐘及在大會舉行期間可供查閱；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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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有關若干司法地區的附加規定 

 
A部 
百慕達 

… 
 

第二節 
 

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 
 

（參閱《GEM 上市規則》第 24.09(2)、(3) 及(5)(a) 條) 
 

1.  如屬在《GEM上市規則》第 10.18(3)條所述的情況下介紹上市： 
 

(1) 《GEM上市規則》第 24.09(2)條規定海外發行人組織文件的條文提要； 
 
(2) 《GEM上市規則》第 24.09(3)條規定刊載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司法地區的有關

管制條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撮要；及 
 
(3) 《GEM上市規則》第 24.09(5)(a)條規定刊載該等組織文件與香港上市發行人現有

公司章程細則的比較， 
 
可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而非載於上市文件內。 

 
… 
 
4.  本交易所規定，正式上市申請須夾附海外發行人的香港法律顧問致海外發行人的函件副本，

證實其已審閱關於有關法例及組織文件的撮要，而根據百慕達律師提供的法律意見，該法

律顧問認為上市文件或（如屬在《GEM 上市規則》第 10.18(3)條所述的情況下介紹上市）

上市文件連同備查文件已分別載列香港法例與百慕達法例以及香港上市發行人現有公司章

程細則的條文與海外發行人所建議組織文件的條文的主要差別，該函件亦須證實該等組織

文件已包括符合《GEM上市規則》的條文。[已於[]刪除] 
 

 
附加展列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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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M上市規則》第二十四章及本附錄的規定意指如屬在《GEM上市規則》第 10.18(3)

條所述的情況下介紹上市，下列附加文件必須展列備查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

網站： 
 

(1) 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國家的有關管制條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撮要，連同全部

有關法例及╱或規例的副本； 

 

(2) 海外發行人建議新組織文件的條文撮要及海外發行人的組織文件與證券進行交

換的香港上市發行人的組織文件的比較；及 

 

(3) 在上市文件內只作概述的任何物業估值的估值報告全文副本（參閱《GEM 上市

規則》第 24.09(5)(e)條）。 
 

B部 
開曼群島 

… 
 

第二節 
修訂條文及附加規定 

 
（參閱《GEM 上市規則》第 24.09(2)、(3) 及(5)(a) 條) 

 
1.  如屬在《GEM 上市規則》第 10.18(3)條所述的情況下介紹上市： 

 

(1)  《GEM 上市規則》第 24.09(2)條規定海外發行人組織文件的條文撮要； 

 

(2)  《GEM 上市規則》第 24.09(3)條規定刊載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司法地區的有  

關管制條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撮要；及 

 

(3) 《GEM 上市規則》第 24.09(5)(a)條規定刊載該等組織文件與香港上市發行人現有

公司章程細則的比較， 

 

可供查閱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網站，而非載於上市文件內。 
… 
 
4. 本交易所規定，正式上市申請須夾附海外發行人的香港法律顧問致海外發行人的函件副

本，證實其已審閱關於有關法例及組織文件的撮要，而根據開曼群島律師提供的法律意

見，該法律顧問認為上市文件或（如屬在《GEM 上市規則》第 10.18(3)條所述的情況下

介紹上市）上市文件連同備查文件已分別載列香港法例與開曼群島法例以及香港上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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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現有公司章程細則的條文與海外發行人所擬組織文件的條文的主要差別，該函件亦

須證實該等組織文件已包括符合《GEM 上市規則》的條文。[已於[]刪除] 
 

 
附加展列示文件 

 

5.  《GEM 上市規則》第二十四章及本附錄的規定意指如屬在《GEM 上市規則》第 10.18(3)

條所述的情況下介紹上市，下列附加文件必須展列備查登載於本交易所網站及發行人本身

網站： 

 

(1) 海外發行人註冊或成立國家的有關管制條文（法定或其他條文）撮要，連同全部

有關法例及╱或規例的副本； 

 

(2) 海外發行人建議新組織文件的條文撮要及海外發行人的組織文件與證券進行交換

的香港上市發行人的組織文件的比較；及 

 

(3) 在上市文件內只作概述的任何物業估值的估值報告全文副本（參閱《GEM 上市規

則》第 24.09(5)(e)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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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私隱政策聲明 
 
私隱政策聲明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統稱「集團」）（在本私隱政策聲明中，各
自稱為「香港交易所」、「我們」或「集團成員公司」，視適用情況而定）明白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該「《條例》」）其在收集、持有、處理、使用及／或轉移個人資
料方面的責任。個人資料的收集只限作合法且相關的用途，並會採取一切實際可行方法去確保
我們持有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我們將會根據本私隱政策聲明使用我們不時所收集閣下的個人
資料。 
 
我們定期檢討這項私隱政策聲明，並可能不時加以修訂或加入具體指示、政策及條款。本私隱
政策聲明如有任何重要修訂，我們會通過閣下提供給我們的聯絡方式通知閣下，也會按該《條
例》的規定，讓閣下可以透過屆時通知閣下的途徑選擇拒絕接收此類修訂通知。否則，關於通
過香港交易所網站或其他方式而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閣下繼續使用香港交易所網站或繼續
維持與我們的關係即被視為同意並接受此項私隱政策聲明（不時修訂）。 
 
如對這項私隱政策聲明或我們如何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請通過下文「聯繫我們」
所載的任何一個通訊渠道與我們聯繫。 
 
我們會採取一切實際可行方法確保個人資料的安全，以及避免個人資料在未經授權或意外的情
況下被取用、刪除或作其他用途。這包括在實物具體上、技術上及程序上的適當安全措施，確
保只有經授權人士才能取用個人資料。  
 
請注意：如閣下沒有向我們提供個人資料（或有關閣下代理人的個人資料），我們可能無法提供
閣下要求的資訊、產品或服務又或無法處理閣下的要求、申請、訂購或登記，亦可能無法執行
或履行監管職能（定義見下文）。 
 
目的 
 
我們或會為了以下目的而不時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
話號碼、電郵地址、出生日期和登入名稱）： 
 
1.  處理閣下的申請、訂購及登記使用我們的產品及服務； 

2.  執行或履行香港交易所以及任何由其作為認可控制人的公司（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職能（「監管職能」）； 

3.  向閣下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務，以及與此相關的賬戶管理； 

4.  進行研究和統計分析；  

5.  處理閣下應聘香港交易所職位或工作的申請，以評估閣下是否為適合人選，並向閣下的前
僱主進行相關的背景查證；及 

6.  與上列任何一項有直接關聯的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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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營銷 
 
如閣下已經給予同意而其後並無撤回，我們也可能會使用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和
電郵地址，用以寄送宣傳資料，就香港交易所以及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金融和資訊服務進行直
接營銷活動。 
 
如不希望收到我們的宣傳和直接營銷資料，或不希望收到某類宣傳和直接營銷資料，又或不希
望在某種途徑收到此類材料，請通過下文「聯繫我們」所載的其中一種通訊渠道聯絡我們。為
確保可以迅速處理閣下的要求，請提供閣下的全名、電郵地址、登入名稱及所訂閱產品及／或
服務的詳情。 
 
身份證號碼 
 
我們也可能會根據適用法律或規例又或任何對我們有管轄權限的監管者的要求而收集並處理 
閣下的身份證號碼，另外亦可能因為需要識別閣下的身份而（在不抵觸該《條例》的前提下）
收集並處理閣下的身份證號碼。  
 
轉移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直接營銷 
 
除非閣下已經拒絕，否則我們可能會將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轉交集團
其他成員公司，使其可向閣下寄送宣傳資料，就其金融和資訊服務進行直接營銷活動。 
 
其他轉移個人資料的情況 
 
為了以上一個或多於一個目的，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  

1. 轉交予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而使集團（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相關人員獲得閣下的個人資
料；就此，閣下同意將閣下的個人資料轉離香港；  

2.  提供予任何向香港交易所及/或集團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其他成員提供行政、電訊、電腦、
付款、 追收欠款、資料處理或其他服務的代理、承判商或第三方；及   

3.  轉交予其他人士（收集資料時會通知 閣下）。 

我們如何使用 cookies 

閣下通過香港交易所網站查閱我們的資訊或服務時，應當留意到網站有使用 cookies。Cookies
是指儲存在閣下瀏覽器內的資料檔。閣下進入香港交易所網站時，網站即在閣下瀏覽器內自動
安裝並使用 cookies。香港交易所網站使用兩種 cookies：  

Session Cookies：一種只在閣下瀏覽香港交易所網站期間留存於瀏覽器內的短暫性質 cookies，
用處在於取得並儲存配置資訊及管理網站，包括「攜帶」資訊以隨閣下瀏覽網站的不同版頁，
譬如以免閣下每到一個版頁也要重新輸入資訊。Session cookies也會用來編備關於香港交易所
網站使用 的匿名統計資料。 

Persistent Cookies：一種留存於瀏覽器內較長時間的 cookies，用以編備關於香港交易所網
站使用的匿名統計資料，或追蹤和記錄使用者的習慣偏好。 

香港交易所網站所用的 cookies 不包含個人資料。閣下可以更改瀏覽器或網路安全軟件中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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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拒絕接受瀏覽器內的 cookies。不過，這樣或會令閣下不能使用或啟動香港交易所網站中的
某些功能。 

法律與法規的遵守 

香港交易所及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或要為了遵守適用法律及規例，或遵守法院指令、傳票或其他
法定程序（無論於香港或其他地方），或遵從政府機關、執法機構或類似機構（無論位於香港或
其他地方） 提出的要求，又或執行或履行監管職能，而必須保留、處理及/或披露 閣下的個人
資料。香港交易所及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或須披露閣下的個人資料，以履行與閣下的協議，或保
護我們或我們僱員 的權利、財產或安全，又或執行或履行監管職能。 

公司重組 

隨著我們持續發展業務，我們可能會重組集團架構或出現控制權易手或業務合併。在這些情況
下，閣下的個人資料或會按這份私隱政策聲明或另一份將會通知閣下的私隱政策聲明而移交繼
續運營我們業務或類似服務的第三方。此等第三方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就此等收購或重組而
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地點也可能不在香港。  

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 

根據該《條例》，閣下有權查明我們是否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取得資料的備份及更正任何不準
確資料，也可以要求我們通知閣下其持有資料的種類。如欲查閱有關資料，須使用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 （「私隱專員」）指定的表格（可於私隱專員公署的官方網站下載）或經此連接提出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publications/files/Dforme.pdf 。 
 
如欲查閱和更正個人資料，或查閱有關政策與常規以及我們所持有資料種類，應以書面及郵遞
形式提出要求（見以下「聯繫我們」）。 

我們或會因應閣下查閱資料要求而產生的行政及實際成本而收取合理的費用。 

終止或取消 

任何時候如果閣下在我們的賬戶或與我們的關係被取消或終止，我們會隨即在合理情況下盡快
終止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但也可按合理需要而保留有關資料，合理的需要包括：資料歸檔；
解決實際或潛在的爭議；遵守適用法律及規例；履行與閣下的任何協議；保障我們及我們僱員
的權利、財產 或安全；以及執行或履行我們的職能、義務及責任等。 

一般資料 

本私隱政策聲明的中英文本如有差異，概以英文版為準。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publications/files/Dfor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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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郵寄：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號 
交易廣場二期 8樓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隱私主任 
 
 
電郵： 
DataPrivacy@HKEX.COM.HK 

 

 

 

mailto:DataPrivacy@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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