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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0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就其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发表的有关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主板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 证券上市规则（“GEM 规

则”,与主板规则统称“上市规则”）下有关纪律处分权力及制裁的建议修改

的咨询文件（“咨询文件”）发表其结论（“结论”）。 

 
交所将采纳咨询文件中的所有建

议，而仅作出了一处细微修改，

即针对新的上市规则增加了一个

新的附注。上市规则的主要修改概述为以

下几项：  

 

加强现行纪律制裁及采纳一项新制裁  

 

主板规则第  2A.09 及 2A.10 条和 GEM 规

则第 3.10 及 3.11 条列明了联交所的现行

制裁机制，包括 (i)声誉性制裁（例如：私

下指责、载有批评的公开声明、公开谴责

以及公开声明表示该董事留任将有损投资

者权益（“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ii)修

正或补救性制裁； (i i i)禁止使用市场设施；

(iv)停牌或取消上市地位；及 (v)附带或操

作层面上的制裁，例如禁止专业顾问或其

雇员在上市科或上市委员会前就有关事宜

代表某指定一方。  

 

联交所保留所有现行制裁，并作出以下加

强措施及采用一项新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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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制裁 加强现行制裁及采用一项新制裁 

声誉性制裁 私下指责 加强：容许刊发个案的实质内容

（不披露涉事人的身份） 

 

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 加强措施如下： 

 

(a) 将现行发出声明的门槛（“故

意”或“持续”（未能履行职

责））降低；及 

 

(b) 适用于所述上市发行人及其附

属公司的前任及现任董事及高

级管理阶层成员附注（1）。 

 

新制裁:  

 

若董事严重违反或重复不履行其根

据上市规则应尽的责任，联交所可

公开表明其认为该董事不适合担任

所述上市发行人或任何附属公司的

董事或高级管理基层成员（“董事

不适合性声明”）。 

 

这项新制裁只适用于联交所认为该

董事的行为可能不仅损害投资者的

利益，亦可能不符合上市规则下所

有对董事的规定的恶劣或极其严重

的个案中。 

 

补救性制裁 作为跟进行动，损害投资者权益

声明所指人士若仍（在涉事发行

人）留任，将有关发行人停牌或

取消其上市地位 

 

加强：增加禁止发行人使用市场设

施作为跟进行动，例如暂停处理任

何需经联交所批准的事项，包括发

行股份 

 

禁止使用市场设施 加强措施如下： 

 

(a) 删去现行 施加禁令 的门槛

（“故意”或“持续”（未能

履行职责））；及 

 

(b) 扩大制裁范围，要求上市发行

人必须符合指定条件（例如对

违规作出补救），而不是纯粹

等待指定期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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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制裁 加强现行制裁及采用一项新制裁 

附带或操作性

制裁 

专业顾问的禁令 加强：将禁令扩大至包括禁止担任

任何指定人士的代表 

 

 

如果被发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的人士在

上市委员会或上市覆核委员会决定和指定

的日期之后仍留任声明中所述职位，联交

所将立即采取跟进行动，包括除可按上市

规则现有规定将上市发行人的证券或其任

何类别证券停牌或取消其上市地位外，指

令在指定期间禁止该上市发行人使用市场

设施。  

 

在联交所针对个别人士作出附带跟进行动

的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后，声明中所述的

上市发行人的所有公告和公司通讯中均必

须提及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除非及直至

该人士不再是该相关上市发行人的董事或

高级管理阶层成员为止。如有关人士还担

任其他上市发行人的董事，则该等上市发

行人必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公布损

害投资者权益声明。任何其他委任该人士

为董事的上市发行人均须在委任公告中披

露该董事被联交所发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

明。  

 

有关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的跟进行动及公

布规定亦同样适用于董事不适合性声明，

但只适用于声明中所述上市发行人，而不

会自动适用于该人士继续担任董事的另一

上市发行人。不过，联交所可能会就该上

市发行人及该董事另外采取行动。  

 

引入间接责任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人士附注 (2)有机会要受

纪律制裁，但是，上市规则并没有对部分

现有相关人士（即上市发行人及其附属

公司的高级管理阶层以及高持股量股东）

施加任何责任。此外，现行上市规则并未

就违反其规定施加间接责任（即有直接责

任的人士未有履行责任而导致个别人士或

实体须承担的责任）。为向相关人士施加

纪律制裁行动，联交所引入了违反上市规

则的间接责任，即若联交所认为有关人士

因其作为或不作为导致违反上市规则或在

知情的情况下参与违反上市规则的行为，

所有相关人士均须就违反上市规则承担间

接责任。  

 

“相关人士”所包括的新的各方  

 

联交所决定将下列各方纳入主板规则及

GEM 规则下“相关人士”的范畴：  

 

(a)  上市发行人或其任何附属公司的专业顾

问的雇员；  

 

(b)  结构性产品的担保人；及  

 

(c)  向联交所作出承诺或与联交所订立协议

的有关方，例如可能向联交所承诺会采

取适当步骤确保要约结束后股份会有足

够的公众持股量的强制性要约的要约人。  

 

根据 GEM 规则第 3.11(i)条，发行债务证

券的担保人现时属于 GEM 规则“相关人士”

的范围，但在主板规则下则不是。为使主

板规则及 GEM 规则下相关人士的名单划一，

联交所将发行债务证券的担保人也纳入主

板规则下相关人士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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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独立财务顾问自成另外一类的相关人

士 

 

根据主板规则第 2A.10(j)条，上市发行人

的“独立财务顾问”现时在主板规则下为相

关人士，但在 GEM 规则下则不是。就纪律

行动而言，联交所取消了独立财务顾问自

成另外一类相关人士的规定，但清晰列明

了“专业顾问”一词已包括独立财务顾问。  

 

可施加纪律制裁的其他情况  

 

引入新的条文以明确（1）允许联交所就相

关人士未能遵守由上市科或上市委员会施

加的要求的情况下施加制裁；及（2）规定

任何人士回应联交所的查询或调查时，均

有责任提供准确、完备及最新的资料。若

任何人士未妥善履行有关责任，联交所即

可对其采取纪律行动。  

 

结语 

 

通过实施新的上市规则，联交所将加强其

权力，对有不当行为及违反上市规则的个

人实施纪律制裁，以保障公众以及联交所

辖下市场及设施的持正操作，促进有效的

企业管治及遏止不当行为。结论中列出的

上市规则的修订已于 2021 年 7 月 3 日生

效。  

 

 

附注： 

(1) 联交所为纪律目的引入关于“高级管理阶层”的定义，其包括： 

(a) 担任行政总裁、监事、公司秘书、营运总监或财务总监的任何人士 (不论以任何职称担任)； 

(b) 在董事直接权限下执行管理职能的任何人士；或 

(c) 任何于联交所网站或上市发行人的网站登载的公司通讯或其他资料中被指为高级管理阶层成

员。 

(2) 于结论中载列之修改生效前，根据主板规则第 2A.10 条及 GEM 规则第 3.11 条，原“相关人士”

定义包括： 

(a) 上市发行人或其任何附属公司； 

(b) 上市发行人或其任何附属公司的任何董事（或其替任人）； 

(c) 上市发行人或其任何附属公司的任何高级管理阶层成员； 

(d) 上市发行人的任何主要股东； 

(e) 任何高持股量股东（仅适用于 GEM规则（GEM 规则第 3.11(e)条））； 

(f) 上市发行人或其任何附属公司的任何专业顾问； 

(g) 上市发行人的任何授权代表； 

(h) 中国内地发行人的任何监事； 

(i) 上市发行人的任何独立财务顾问；及 

(j)（于有担保的债务证券发行时）发行人的担保人（仅适用于 GEM 规则（GEM 规则第 3.11(i)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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