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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和组织仍努力阻止 2019 冠状病毒病的传播，不同的遏制措施如边境关闭、旅行禁令、关闭办

公室/工厂及取消各类活动等已开始影响在大中华区和国外企业的业务和运营。 

于 2020年 2月 4日，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交

所”）发表联合声明，为上市公司提供（其中包括）财务资料披露的指引。该指引提醒上市公司，

“若[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及／或相关的旅游限制对上市发行人的业务运作、汇报监控措施、系统、

流程或程序造成重大扰乱，管理层应评估是否已出现任何内幕消息；如是的话，管理层应在合理地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另行发出公告（该公告将独立于《上市规则》的任何适用规定）。” 

自股价敏感资料（“内幕消息”）的法定程序于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以来，证监会一直积极地监察公

司信息及其披露的资料以发现和调查违规问题，并在适当时采取执法行动。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条例”）第 307B（1）条，上市公司在知道任何内幕消息后，

必须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披露其内幕消息（“披露要求”）。根据条例第 307G（1）条的规

定，上市公司的高级人员必须不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确保有妥善的预防措施，防止就该上市公司发

生违反披露要求的规定（“妥善预防措施的义务”）。违规行为可导致证监会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

（“审裁处”）提起执法研讯，并处以罚款，包括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员处以最高港币

800万元的罚款，并命令违规人员在最多 5年的期间内，“不得担任或留任上市法团或其他指明法团的

董事或清盘人，或担任或留任该等法团的财产或业务的接管人或经理人。”此外，条例第 307Z 条列明，

被发现违反披露要求的上市公司或其高级人员亦可能有责任向因上述违规行为而蒙受金钱损失的人支付

赔偿。 

监管机构提醒准确和及时

地披露内幕消息的需要 

https://www.eylaw.com.hk/zh_hk/publications/our-latest-thinking/2020/feb/covid-19-legal-implications-for-hong-kong-listed-companies-and-their-officers
https://www.eylaw.com.hk/zh_hk/publications/our-latest-thinking/2020/feb/covid-19-legal-implications-for-hong-kong-listed-companies-and-their-officers
https://www.eylaw.com.hk/zh_hk/people/kareena-t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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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7 年间，证监会已对上市公司和高级管理人员采取了多个执法行动，当中对上市公司及其高级人员

处以高达港币 160 万元的罚款，并取消多个涉事董事的资格。 

我们在下面总结了一些相关的执法行动，以强调未及时被披露的内幕消息之类型、披露的延迟和施加的

制裁。 

                                                           
1
 通常被裁定违规的公司和高级人员亦会被命令以共同和各别方式支付证监会的调查和法律费用以及审裁处的诉讼费用。 

执法案列 研讯程序展开日期  

（裁定日期） 

 

披露违规情况摘要 处罚摘要
1
  

 

关于 A公司的事宜 2015年 7月 

（2016年 11 月） 

A公司、其主席及行政总裁

未能及时披露与破产有关的
法律程序。 

 

延误时间约为 1周。 

罚款 

 A公司被罚款港币 60万元 

 A公司的主席被罚款港币 80万元 

 A公司的行政总裁被罚款港币 60万元 

 

其他命令 

 两名高级人员被命令参加及完成证监

会核准的培训计划 

关于 B公司的事宜 2016年 3月 

（2017年 4 月） 

B公司、其财务总监及 8名

董事未能及时披露其核数师
的辞任及多项交易（包括以

1,550万港元出售一家全资

附属公司及 B公司的子公司

在没有担保下支付 400万至

1,000万美元的重大预付款

项给供应商）。 

 

延误时间约为 3周。 

罚款 

 B公司，其财务总监及 8名董事分别被

罚款港币 90万元至港币 150万元 

 

取消资格令 

 B公司的财务总监及 8名董事在 12到

20个月的期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或

任何其他指定公司的董事或参与其管

理 

 

纪律行动 

 审裁处建议香港会计师公会对财务总

监采取纪律行动 

 

其他命令 

 B公司被命令委任独立专业顾问，以检

讨其遵守公司披露制度的程序 

 B公司的财务总监及 8名董事被命令参

加及完成证监会核准的培训计划 

关于 C公司的事宜 2016年 4月 

（2017年 2 月） 

C公司、其行政总裁和财务

总监未能及时披露 C公司于
2012年下半年所录得的重
大亏损。 

 

延误时间约为 13周。 

罚款 

 C公司及其行政总裁分别被罚款港币

100万元 

 

取消资格令 

 C公司的行政总裁及财务总监分别在

18及 15个月的期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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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2019 冠状病毒病以及其可能引致的经济后果，我们强调以下从执法案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 

 财务表现恶化：财务表现大幅恶化（即使此类消息仅基于内部帐目）很可能需要作出披露。在

关于 C公司的事宜一案中，C公司于 2012年 8月公布的上半年未经审计的中期业绩中表明对 2012

年下半年的业绩“明显成长”和“获利也可进一步攀升”的期望。事实上，C 公司的财务表现进

一步恶化，并在 2012 年下半年录得重大亏损（“业绩恶化”）。在 2012 的中期业绩和 2013 年

3 月 25 日公布的 2012 年经审计的年度业绩之间，C 公司并无发表任何盈利警告公告。审裁处裁

定 C公司、A先生（C公司的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和 B先生（C公司的财务总监兼公司秘书）违

反披露要求。当中，审裁处发现，C 公司早于 2012 年 12 月中旬，即截至 2012 年 11 月按月综合

管理账目发给了 A先生审阅时，他已知道业绩恶化的消息。同时，B先生在 2013年 2月收到审计

师拟备的综合财务报表草拟本时亦无采取任何措施确保及时披露。审裁处还发现 A先生和 B先生

没有确保有妥善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就 C公司违反披露要求，特别指出其没有可确保财务总监可

以接收按月综合管理账目的制度。鉴于违规严重，审裁处向 A 先生和 B 先生作出分别为期 18 个

月和 15个月的取消资格令。 

 涉及上市公司的诉讼：此类诉讼（包括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辖区的诉讼）很可能需要作出披露。

在关于 A 公司的事宜一案中，A 公司的子公司向印度尼西亚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暂缓 A

公司清偿债务的责任，并针对 A公司发出了法院传票（“该文件”）。A公司是于 2013年 1月 2

日收到该文件，而该文件的英文译本是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发送到前主席 C 先生和前行政总裁 D

先生，他们并于 2013年 1月 8日获得与该文件有关的法律意见。A公司直到 2013年 1月 17日才

进行披露。审裁处裁定 A 公司、C 先生和 D 先生违反披露要求。虽然审裁处认为 C 先生和 D 先生

司或任何其他指定公司的董事或参与

其管理 

 

纪律行动 

 审裁处建议香港会计师公会对财务总

监采取纪律行动 

 

 

其他命令 

 C公司被命令委任独立专业顾问，以检

讨其遵守公司披露制度的程序 

 C公司的行政总裁及财务总监被命令参

加及完成证监会核准的培训计划 

关于 D公司的事宜 2019年 10月 

 

D公司及其 6名董事涉嫌未

能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

内尽快披露 D公司在证券交
易中取得的重大收益。 

 

涉嫌延误的时间约为 4.5个

月。 

案件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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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聆讯，征询法律意见及索取该文件译本等行为表现勤勉尽责，然而，他们未能更及时向公众

发放有关消息（即当公司取得适当的法律意见并对香港以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定有合理及全面

了解之时便应作出披露）。 

 高级人员的责任：违反妥善预防措施的义务和/或因其蓄意、罔顾后果或疏忽的行为导致违反上

市公司规定的高级人员（即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董事、经理或秘书，或其他参与上市公司管理的人

员）也须为违反披露要求承担责任。不参与管理的非执行董事（无论是独立非执董与否）应格外

警惕。在关于 B 公司的事宜一案中，B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辩称，当他被告知内幕消息时（即事件

发生 3周后），该违规行为已经发生并且无法逆转。审裁处拒绝了他的论点，并发现该非执行董

事承认自己知道 B公司未有就符合披露要求制订书面指引及／或内部监控政策，而且从未有因此

对 B公司违规作出任何投诉，因此他被裁定违反妥善预防措施的义务而须承担责任。审裁处还指

出如持续失责，即属持续违规，而高级人员亦须为任何因蓄意、罔顾后果或疏忽行为引致的持续

失责而导致的持续违规负责。在关于 D 公司的事宜一案中（目前有待裁决），D 公司的独立非执

行董事面临指控，他们被指涉嫌罔顾后果或疏忽，导致 D公司未能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

快披露有关其在证券交易中取得重大收益的消息。证监会的指控是基于非执行董事知道或理应知

道与公司有关的消息后（其中包括给董事会的电邮中所附的 D公司内部财务报告），未能及时进

行披露。 

 

董事及管理层人员应考虑的关键步骤： 

鉴于披露要求是制定于 2013 年，上市公司应已制定有效的系统和程序以满足披露要求。鉴于证监会和

联交所的联合声明，我们预料两家监管机构将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对披露要求的合规情况，一旦发现问题

亦会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建议董事和管理层人员： 

- 提醒自己“内幕消息”在条例下的定义（请参阅证监会发表的《内幕消息披露指引》（“《披

露指引》”）第 13至 37 段）； 

- 检查上市公司是否有适当的合规系统和程序以确保符合披露要求（请参阅《披露指引》第 60

段）； 

- 检查此类系统和程序是否已正确实施，尤其是有效的报告系统，以确保财务总监能及时接收财务

信息（例如每月管理账目），以及所有董事（包括非执行董事（无论独立与否））充分了解公司

的业务和运营情况，确保在触发披露要求的情况下能及时进行披露； 

- 检查公司人员是否已接受适当的培训，了解上市公司的政策和程序，并懂得应对；和 

- 如对以下地方有疑问，立刻寻求独立的专业法律意见： 

o 公司是否已经触发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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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公司是否在识别和/或披露方面存在延误的地方；和/或 

o 即使公司未触发披露要求，公司是否亦适合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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