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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本市场通讯 

二〇一五年一月— 第一期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的咨询总结 

2014 年 12 月 19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交易所」) 在其风险管理及内部
监控的咨询总结中发表了主板上市规则 
(「《主板规则》」) 附录十四所载的《企
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守
则》」) 的修订。上市申请人将需在始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的会计期间落实
《守则》的修订。 

有关咨询文件的目标和建议方案概述，请
参考我们于 2014 年 7 月发布的《香港资
本市场通讯》。 

咨询总结的内容概述如下： 

1.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交易所采纳《守则》C.2 的标题由「内部
监控」修改为「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的
拟定修订。 

2.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职责 

在考虑了回应者的意见后，交易所采纳对
《守则》C.2 原则的建议修订，并对原来
建议方案作出细微修订如下 (于「」中标
明) ： 

• 董事会负责「厘定」和评估上市发行人
达成目标时所愿意接纳的风险，确保设
立及维持有效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
统；及 

• 管理层负责设计、执行及监察风险管理
及内部监控系统。管理层亦应向董事会
「确认」该等系统的有效性。 

 

 

 

 

最新的监管变动 

本节主题 

•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的咨询总结 

本期通讯概述香港资本市场的最新
监管变动和合规的课题。内容包括： 

• 最新的监管变动 

• 上市申请人的适用指引 

• 其他最新发展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Hong-Kong-Capital-Markets-Update/Documents/HK-Capital-Markets-Update-1407-03-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Hong-Kong-Capital-Markets-Update/Documents/HK-Capital-Markets-Update-1407-03-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Hong-Kong-Capital-Markets-Update/Documents/HK-Capital-Markets-Update-1407-03-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Hong-Kong-Capital-Markets-Update/Documents/HK-Capital-Markets-Update-1407-03-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Hong-Kong-Capital-Markets-Update/Documents/HK-Capital-Markets-Update-1407-0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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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市发行人希望了解有关规
则的概要资料及其影响，请参
阅毕马威就经修订的企业管治
守则对香港上市公司的影响所
出版的其他专业刊物。 

《香港交易所风险管理及内部
监控咨询总结》 

 

3. 每年检讨并于《企业管治报告》内的
披露 

除了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审核委员
会提出的重要意见或建议作出强制披露
外，交易所采纳了其余的建议修订。请
参考本所 较早前出版的刊物 收录的建议
方案概要。 

4. 内部审核 

在咨询文件中，交易所提出的建议包括
新增附注解释，以厘清拥有多家上市发
行人的集团可让旗下成员公司共享控股
公司的集团资源去执行内部审核功能。
在考虑了所收到的意见后，交易所决定
让上市发行人灵活决定最适合执行其他
成员公司的内部审核职能的集团公司、
控股公司或附属公司。除此修订外，交
易所采纳其余的所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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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核委员会的角色 

交易所采纳其所有建议。 

交易所亦公布了一系列 常见问题，以协
助上市发行人了解和遵守《守则》中风险
管理及内部监控相关的规定。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HKEx-Consultation-Conclusions-on-Risk-Management-and-Internal-Control-201412.pdf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HKEx-Consultation-Conclusions-on-Risk-Management-and-Internal-Control-201412.pdf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HKEx-Consultation-Conclusions-on-Risk-Management-and-Internal-Control-201412.pdf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Hong-Kong-Capital-Markets-Update/Documents/HK-Capital-Markets-Update-1407-03.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Documents/FAQ_30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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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份禁售指引 

交易所在上市决策 LD85-2015 号(2015 年 
1 月) 中决定，上市后立即终止其作为控权
股东身份的上市申请人的控权股东1，在申
请人上市后的 12 个月内仍须遵守禁售股
份的规定。 

 

会计师报告的董事薪酬披露指引 

交易所近期更新了指引信 GL62-13 号
(2013 年 7 月，并于 2014 年 1 月和 3 月，
以及 2015 年 1 月更新) ，以厘清上市申
请人的董事在营业纪录期内并非上市申请
人或其任何附属公司董事或高层管理人员
便不须载入会计师报告董事薪酬的列表内。   

 

 

 
上市申请人的适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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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纪录期间或之后收购附属公司或
业务的会计及披露规定的指引 

交易所近期更新了指引信 GL32-12 号(于 
2012 年 3 月发布，2014 年 1 月、3 月
及 10 月更新) 获得了更新，列明交易所
免除披露上市申请人在营业纪录期间后收
购的附属公司或业务的财务信息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 

• 关于上市申请人在日常业务中收购股本
证券： 

(a) 各收购事项 (按《主板规则》第 
14.07 条所界定) 的百分比率均低于
5% (以上市申请人营业纪录期内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为计算基准)； 

(b) 上市申请人不能对相关公司或业务
行使控制权，亦无重大影响力；及 

(c) 上市文件应包括进行收购事项的理
由，并确认交易对手和交易对手的
最终实益拥有人为上市申请人及其
关连人士的独立第三方。 

•  关于收购业务或附属公司： 

(a) 所收购或将收购业务或附属公司的
百分比率均低于 5% (以上市申请
人营业纪录期内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为计算基准)； 

(b) 所收购或将收购业务或附属公司并
无历史财务资料，或要取得或编制
该等历史财务资料将构成不适当的
负担；及 

 

 

 

1 在主板规则中，「控权股东」是指在发行人股东大会中拥有 30%  (或《收购守则》不时指定可触发强制公开要约的份额) 或更多的表决权，或可控制发行人董事会绝
大部分成员组成的任何人士或团体。 

本节主题 

• 控股股东股份禁售指引 

• 会计师报告的董事薪酬披露指引 

• 营业纪录期间或之后收购附属公司
或业务的会计及披露规定的指引 

(c) 上市文件内就每一收购事项提供的资
料，最少应包括须予披露的交易按
《主板规则》第十四章规定须提供的
资料。 

此外，指引信的更新还厘清了《主板规则》
第 4.05A 条的规定。根据《主板规则》第 
4.05A 条的规定，若上市申请人在营业纪
录期购入任何重大附属公司或业务，而该
项收购若进行则已须于申请日期当天归类
为主要交易或非常重大的收购事项者，则
上市申请人必须披露该重大附属公司或业
务收购前的财务资料，该等财务资料包括
从营业纪录期起至收购日期止期间的财务
资料。为了评估收购的规模，所收购的附
属公司或业务在营业纪录期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 (即第三年) 的总资产、溢利及收入应
与上市申请人在同一会计年度的同等项目
作比较。交易所已经在更新的指引信中阐
明，如所收购附属公司或业务的会计年度
与上市申请人的会计年度并不一致，该附
属公司或业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总资产、
溢利及收入应与申请人营业纪录期内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的同一项目作比较。 

例如，要确定以 12 月年结的上市
申请人对以 3 月年结的附属公司于 
2015 年 1 月的收购活动是否构成重
大或非常重大的收购，应以该附属
公司截至 2014 年 3 月止年度的总
资产、利润和收入与上市申请人截
至 2014 年 12 月止年度的总资产、
利润和收入进行对比。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dec/Documents/ld85-2015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62-13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62-13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62-13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32-12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32-12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32-12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32-1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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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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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投票权架构概念文件 

2014 年 8 月 29 日，交易所发布了《不
同投票权架构概念文件》 (「概念文件」)，
文件旨在就有关概念咨询市场意见，现时
已在或有意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应否获准
采用给予若干人士与其持股量不成比例的
投票权或其他相关权利的管治架构（「不
同投票权架构」）。该概念文件的咨询期
为 3 个月，于 2014 年 11 月 30 日截止。 

公平及平等对待股东是香港上市规则的一
般原则。根据此原则，一位股东若与另一
股东在一家公司的权益相同，即不得拥有
较另一股东更大的投票权力，即「一股一
票」的概念。此概念多年来一直被认定是
香港投资者保障的重要内容，因此概念将
控股股东的权益与其他股东的权益连系，
使持有公司最大股权的股东罢免表现不理
想的在任管理人变成可行。 

 

若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我们认为当局必须修订现有的上市规则(包括《企
业管治守则》) 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保障。可行的投资者保障措施包括：(i) 
规定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的上市公司提升公司的企业治理结构，以防范因
同股不同权架构被滥用而损害小股东利益，例如要求该等上市公司增加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人数；(ii) 限制只有超过特定规模的公司才可采用不同投票
权架构，因为不同投票权架构可能不适用于未能展示高水准企业治理往绩
的小型企业；(iii) 对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的股权结构施加强制性限
制。 
而限制特定行业 (如信息技术公司) 采取双重股份制结构的方法未必可行。
然而，这可能会产生主观考虑和定义上的问题，而且对特定行业的企业实
施限制可能会与当前采用的「平等市场机会」原则相悖； 

国际上其他证券交易所 (如纽约证券交易
所 (「纽交所」) 和纳斯达克) 均允许采用
不同投票权架构。 

论者及其他市场人士曾提出多项理据，一
批主张维持现状，另一批则提倡容许现时
已在或拟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采用不同投
票权架构。有关论据概述于概念文件中。
交易所指出，他们现阶段不拟就具体《主
板规则》修订进行咨询，而是先就不同投
票权架构的概念咨询市场意见，希望推动
市场特别就此进行条理清晰的讨论。 

交易所預期概念文件或会产生以下两个可
行结果其中之一： 

• 总结现时毋须对《主板规则》作出修订。
在此情况下，交易所会刊发咨询总结，
阐释相关结果的理据。 

• 支持对《主板规则》作出重大修订，以
接纳不同投票权架构。在该等情况下，
交易所会就《主板规则》的任何修订须
进行第二阶段的正式咨询程序，包括有
关任何建议《主板规则》修订的范围及
用语等细节的咨询。 

本节主题 

• 不同投票权架构概念文件 

• 参照新《公司条例》及《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检讨《上市规则》的财
务资料披露规定以及其他非主要／
轻微的修订建议咨询文件 

• 沪港通——关于上市发行人的持续
义务的问答 

https://www.hkex.com.hk/eng/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4082.pdf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4082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4082_c.pdf
https://www.hkex.com.hk/eng/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40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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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订其他财务资料披露的相关规则以
加强交易所在有关方面的合规监察 

 现时，《主板规则》并没有任何关于
修改财务报表的明确条文。新《新条
例》订明，如财务报表的文本已向股
东送交，而董事其后发现财务报表不
符合《新条例》的规定，则董事可安
排修改财务报表，以及对有关董事报
告或财务摘要报告作出必需的相应修
改。 

 考虑到上述事项，交易所建议： 

• 明确规定发行人须在董事决定修改
财务报表之后尽快刊登公告； 

• 规定发行人若因修正重大错误而作
出前期调整，该调整须于业绩公告/
财务报表内披露，并使用新的标题
类别；及 

• 加入有关披露要求的附注，以列明
《主板规则》其他部分载列有关定
期财务报告的披露规定。 

4. 其他建议的规则修订包括： 

• 规定发行人公布有关股息或其他分
派的董事会决定时亦须包括该等股
息或其他分派的预期派息日期； 

• 说明凡涉及收购或出售任何物业权
益或物业公司的关连交易，有关通
函必须提供物业估值；及 

• 删除须于交易通函中披露发行人附
属公司的董事及其紧密联系人的竞
争业务权益资料的规定。 

 咨询期已于 2014 年 10 月已经结束，
预计交易所于 2015 年第一季度期间
公布咨询结果。 

 

 

沪港通——关于上市发行人的持续责
任的常问问题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香港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核准通过的中港股票
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计划 —— 「沪港
通」已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启动。 

对于可通过沪港通供投资者南下投资其证
券的香港上市发行人而言，他们继续由香
港上市规则管治。沪港通的落实预计不会
对上市发行人的持续上市责任构成任何重
大改变。 

然而，由于香港上市发行人的股东基础可
能会扩大至包含中国内地投资者，为确保
公平及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的原则得以适当
遵守，交易所编制了一系列常问问题——
《常问问题系列 29》，为香港上市发行
人提供指引，包括 (i) 进行公司行动(如向
现有股东优先发行或进行实股分派)，(ii) A 
+ H股发行人在两地停牌安排并确保证券
交易资讯流通；及 (iii) 向其投资者发送清
晰的公司通讯。   

  

 

 

 

 

 

参照新《公司条例》及《香港财务报
告准则》检讨《上市规则》的财务资
料披露规定以及其他非主要／轻微的
修订建议咨询文件 

2014 年 8月，交易所公布了《参照新
《公司条例》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检
讨《上市规则》的财务资料披露规定以及
其他非主要／轻微的修订建议咨询文件》。 

有关建议修订概述如下： 

1.  有关财务资料的披露规定及使其与新
《公司条例》 (「《新条例》」 )的披
露条文一致的修订建议 

 基于为所有上市发行人维护公平市场
环境的原则，发行人 (不论是否在香港
注册成立 ) 须根据前身《公司条例》
条文作出披露。随着《新条例》的生
效，须因应《新条例》条文的披露规
定对有关规则作出相应修订。 

2. 精简《主板规则》以避免与《香港财
务报告准则》的披露规定重复的修订
建议 

 《新条例》赋予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出
或指明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法定
地位。为避免可能与《香港财务报告
准则》的披露要求重复，交易所建议： 

• 精简财务资料的披露规定； 

• 删除有关财资企业集团的披露规定；
及 

• 删除《主板规则》附录十五有关
「银行资料披露」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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