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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於香港註册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公会）是一个独立专业团体，一直致力于订定与执行良好公

司治理政策方面，在香港以至全中国各地提升会员所担当的角色，同时推动「特

许秘书」专业的发展。 

 

公会于1949年成立，最初为设立在伦敦的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 (ICSA) 

的属会，于1990年成为ICSA的香港分会，并于1994年成为ICSA的香港成员。 

 

公会亦是公司秘书国际联合会 (CSIA) 的创会成员，CSIA 于2010 年3 月于瑞士

日内瓦成立，在国际上代表全球公司秘书和管治专业人士发声。 

 

公会现拥有超过5,800名会员及3,200名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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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簡介 
 

董事入职培训指引 

 

2006年8月，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发布了第一个《董事任职指引》。在过去的七年

中，对《董事入职培训指引》中的《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 “《规

则》”）与《企业管治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作了数次修改。  

 

2012年，根据《规则》第3.28条与《守则》第F条，上市发行人公司秘书的地位

已被充分认可，其任免需要通过上市发行人董事会会议来决定。公司秘书现已被

真正认为是高级管理团队的成员。  

 

本《董事入职培训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涉及到《守则》第F条中有关公司

秘书“安排董事的入职培训及专业发展”的作用以及职责。  

 

由于会员为董事安排过各种入职培训，《指引》认真征求了他们对从事本职业比

较重要事项的意见。其结果列在附录A中的非详尽的清单之中。 

 

董事入职培训可采取一次或多次培训。重要的是董事应该在任职前根据附录B所

建议的程序对相关事项有足够的了解。 

 

入职培训需要根据被任命的董事具体情况进行设计及区分。例如：由于合规原因，

首次公开招股的公司所任命董事的入职培训与现有上市发行人所任命的有经验

的董事的入职培训将有很大的差异。  

 

《上市规则》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守则》的条文按照“遵守或解释”制度运作。

这就是说，大多数上市发行人为寻求良好的企业管治而完全遵守《守则》的规定，

但若上市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并给予解释，偏离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守则》规

定了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应不是同一人。但是，有些上市发行人可以看到董事长

与首席执行官由同一人担任的优点，他们可以解释偏离背后的合理性。推荐的最

佳实践（RBP）作为良好的规范指引，有可能最后成为《守则》或《上市规则》

的条款。例如：作为推荐的最佳实践的董事会评估就是一个发展中的主题。  

 

本指引的内容适用于主板发行人。对于创业板发行人，可以根据创业板规则的规

定做必要修改。本指引内的规则和规定修订于201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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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职培训规划 
 

1.1 根据《规则》第3.09条，上市发行人的每位董事都应具备担任上市发行

人董事所必要的个性、能力、经验及品格。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交所”） 有权要求上市发行人提供有关董事是否符合担任董

事要求的信息。  

 

1.2 若已确定上述符合要求的合适董事人选，按《守则》第A6.1条，“每位

新委任的董事应在受委任时获得全面、正式且量身定制的就任培训”。

“全面、正式且量身定制”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从表述可以判断，任何两个入职培训不应该出现完全相同的内容，否则

将不能称其为量身定制。但是，部分内容可以相同，如附录A的清单。 

 

1.3 返回到《守则》第A6.1条，本条继续规定：在任职后，董事应该获得所

需的介绍及专业发展，让他们适当理解发行人的运作和业务，完全知道

本身在法规及普通法、《上市规则》、法律及其他监管规定，以及发行

人的经营与管理政策下的职责。  

 

1.4 根据《守则》第A6.1条，董事应该知悉较为广泛的事项，因此，董事的

入职培训内容也应当包含较为广泛的事项。在任职后，董事应该及时了

解公司业务、法律事务与合规状况并加强企业治理和其它软技能。  

 

1.5 担任董事期间发展个人技能是一个持续专业发展(CPD)过程。其目的不

是坐在课堂上“在方框内打勾”以符合年度企业管治报告下的披露要求，

而是为了董事自身的利益，且所获得的一系列技能是可传授的。  

 

1.6   后面的章节将讨论在附录A的清单中出现的各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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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的基本职责 

 

2.1 公司都是依法成立的，它需要有人作为其代表，即它的董事通过从事日

常业务管理活动和履行其它职能来代表公司。股东向公司投资，其权利

与义务受公司章程管辖，该章程构成投资人与公司之间具有约束力的合

同。根据香港《公司条例》规定，对于私人公司，股东人数被限制在50

位以下，股份不可自由转让。对于上市公司，没有股份转让限制。  

 

2.2 股东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时其责任有限。但是，董事没有此类有限责任。

他们被看作是受托人，具有更大的信托责任和相关责任。对于在香港上

市的海外公司，在地位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董事都必须遵守以

香港法律为标准确定董事职责的《上市规则》。  

 

2.3 根据《守则》第A6条规定，入职培训应该首先让董事了解其普通法下所

承担的责任。在这一方面，《英国公司法》（2006年）第174条（构成

普通法的一部分）具有启发性。该条规定“公司董事必须采取合理的谨

慎，具有技能并勤勉尽职”，随后详细定义为“较为勤奋的人士所具备的

谨慎、技能和勤勉尽职，并具备(a)执行由本公司董事所执行相同职能的

一般知识、技能及经验；(b)董事具有的普通知识、技能及经验”。 

 

2.4 总之，董事应该知道，他们的责任应与其知识和技能相当，并应该尽量

参加董事会和委员会会议。如无可疑之处或其它理由，可被委派承担紧

急业务工作。  

 

2.5 尽管新的香港《公司条例》有类似《英国公司法》有关部分法典化的规

定，但在香港，董事的职责尚未按照任何法规形成法典。在任何情况下，

董事在任职前都应被要求阅读上市发行人的公司章程、来自香港公司注

册处的文件——《董事职责指引》、香港董事学会《董事指引》以及《独

立非执行董事指引》中有关董事职责的高度概括的内容。有关事项，请

参见第B条“资源”。  

 

2.6 另外，《规则》第3.08条概括了董事必须按照普通法诚实善意地以公司

的整体利益为前提行事，对不当使用公司资产向发行人承担责任，并避

免实际及潜在的利益和职务冲突。他们必须披露自己的权益、运用合适

的技能、谨慎、勤勉尽职。  

 

2.7 《规则》第3.08 条继续规定了一系列义务，有些义务超越及高于普通法

规定。例如，董事必须关心发行人的事务，对发行人业务有全面的了解。

这就是说仅仅参加一些正式会议是不够的。  

 

2.8 根据《规则》第3.08条规定，应该向新董事提供业务简介（包括历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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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以便他们对此有一个总体认识，这对上市发行人来说应该是

较为简单的程序。但是，对于首次公开招股（IPO）申请人来说，应该

根据宣传指引提供类似的资料，如果需要，还需提供保密协议。这是因

为过早披露会延误甚至妨碍IPO。有关宣传指引的范围，请参见本指引

的附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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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及委员会类型 

 

3.1 通常情况下有三种董事，即：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 

（即符合《规则》第3.13条规定的独立性要求并得以委任的非执行董事）。  

 

3.2 在委任董事前，公司秘书应对其背景进行尽职调查，包括破产与诉讼调

查，并要求董事确认自己的其它业务利益，以查明是否有利益冲突。  

 

3.3 董事入职培训后，根据各个公司的程序，董事候选人应当填写根据附录

E设计的问卷。如果是IPO候选公司，除了完成问卷外，发起人会按照《上

市规则》实务说明第21条有关发起人尽职调查的规定，就董事候选人的

回答与其它必要事项进行正式面谈。  

 

3.4 在许多情况下，新任非执行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可能感觉他们

的责任要大大小于执行董事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是执行团队成员。对此，

在解释《上市规则》中强调的普通法职责后，应建议董事学习《守则》

第A.6条。 

 

3.5 《守则》第A.6条规定上市发行人采用单层董事会制度。这就是说董事必

须集体向上市发行人承担信托人责任。《守则》第A6.7条与第A6.8条规

定全体董事应该通过独立的、富建设性的、知情参与的方式为发行人的

经营战略和政策作出贡献。他们应该经常性地、积极地参加他们应该参

加的董事会与委员会会议。他们也应该参加股东大会，并对股东所关注

的事项拥有均衡的观点。 

 

3.6 事实上，非执行董事在各个专业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加强上市发行人的企

业管治方面可扮演重要角色，具体如下：  

 

 审计委员会。《规则》第3.21条。这是一个仅由非执行董事组成

的委员会（没有执行董事成员）。该委员会应由大多数独立非执

行董事组成，其中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具备财务管理专业资

格或才干。根据《守则》第C.3条的诠释，董事会应该有正式、

透明的安排来考虑它如何应用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原则，并与发

行人的审计师保持合适的关系。这些构成了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

的依据，并需要在联交所和上市发行人的网站上公布。通常情况

下，上市发行人应该将这些依据形成文件在董事会通过前由审计

委员会审批。对于有些发行人，如果没有独立的风险委员会或董

事会本身不承担监控该公司或集团的风险管理程序，他们会委派

审计委员会完成此项工作。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了《审核委员会

有效运作指引》，里面列举了必须有上市发行人董事会批准的审

计委员会职权范围。有关规定，请参考第B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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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委员会。《规则》第3.25条。该委员会成员大多数为独立非

执行董事，并由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作为主席。《守则》第B.1

条规定，发行人应披露其董事的报酬政策及其它相关事宜。有关

董事报酬政策的设立程序应该是正式的，透明的，以吸引并留住

董事。这些构成了薪酬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依据，需要在联交所及

上市发行人的网站上公布。通常情况下，上市发行人应该将这些

依据形成文件在董事会通过前由薪酬委员会审批。作为一项推荐

的最佳实践，如果董事会批准薪酬委员会没有同意的任何薪酬或

报酬安排，董事会应该在下期的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其做出此项

决议的原因。 

 

 提名委员会。《守则》第A5条。该委员会成员大多数为独立非执

行董事，由董事长或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委员会主席。根据

《守则》第A5条规定，提名委员会应该检讨董事会架构、人数及

组成，经过授权，建议改组董事会以便执行发行人的战略，确定

董事会成员，选举或推荐董事候选人，对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

性进行评核，对董事委任或董事重新委任，特别是董事长及首席

执行官继任计划提出建议。这些构成了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依

据，并需要在联交所与发行人网站上公布。通常情况下，上市发

行人应该将这些依据形成文件在董事会通过前由提名委员会审

批。  

 

 企业管治委员会。本委员会为选择项。由上市发行人来确定是否

需要有一个委员会来负责企业管治事项还是由董事会直接负责

此项工作。董事会可根据业务需要设立各类业务委员会，业务委

员会可以有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参加。例如，可以成立业务发

展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风险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等等。  

 

3.7 基于非执行董事的重要性，根据《守则》第 A2.7条，董事长应该每年

至少召开一次非执行董事会议，并根据《守则》第 A2.9条规定，推动

公开与积极讨论的文化，以便非执行董事做出有效贡献。  

 

3.8  自2013年1月1日开始，每家上市发行人的董事会成员中，独立非执行董

事必须占至少三分之一，而最少必须有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此外，根

据《规则》第3.10(2)条规定，至少其中一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具有适当的

专业资格，或者具备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根据香港特许秘书公

会最近的研究报告，会计师是担任上市发行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优选

择。  

 

3.9  根据《守则》第 A4.3条规定，独立非执行董事通常任职期不应超过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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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在股东大会通函中对其仍然具有独立性和应获续任的原因做出解

释，并得到股东批准。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在一个为期12个月的时期内，

独立非执行董事被授予的期权最多不得超过0.1%，相关股份价值按期权

授予日收盘价不得超过500万港元，在该时期内如追加授予期权需要独

立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按照《规则》第17.04条规定批准。  

 

3.10 就董事认为必要的事宜，董事有权征求独立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有关费

用由上市发行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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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及其它规则 
 

4.1  如《规则》第2.01条所规定，联交所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允的、有序的、

有效的证券交易市场”，这反映在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1条规定

的“维持有序的、知情的、公允的证券交易市场”的法定义务。这项主要

职能是联交所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以下简称“香港

证监会”）保护有关少数群体在内的许多规则和法规的原则性基础。董

事入职培训时对这一主要职能的理解会帮助他们理解联交所及香港证

监会的规章制度背后的基本原理。  

 

4.2 董事们应该被告知在入职培训后，他们需签署董事承诺书（以下简称“承

诺书”），其格式参见《上市规则》附录5B。这证明董事在行使及履行

其作为上市发行人董事的权利和义务时，须尽其能力遵循《上市规则》，

也须尽力促使发行人及其替任董事（在参加董事会议及其它委员会会议

时不被算作与会人数）遵守《上市规则》。  

 

4.3  根据承诺书，董事还必须保证遵守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五部分、 

《公司合并及收购守则》、《股份购回守则》及其它证券法律法规，并

确保上市发行人遵守这些规章制度。  

 

4.4  根据承诺书，除了董事个人须遵守适用的规章制度之外，董事还应要求

上市发行人按照规定的内部控制程序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在入职培训前

应该向董事提供书面程序，以便在入职培训时提出相关问题。 

 

4.5  最新的且较好的做法是，在入职培训时应该将有关发行人风险管理方法

简要地向董事介绍。董事应该知道，遵守适用的规章制度最终是他们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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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权益披露 

 

5.1  根据承诺书，所有董事都必须遵守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五部分

规定。第十五部分的规定较为复杂。  

 

5.2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五部分第308条中的第7-10小节规定了 “披

露义务”，即关于董事及其它内幕知情人的证券交易，包括董事家属的

利益、配偶、未成年子女、受控公司及信托利益等。证券的定义还延伸

至董事与其它内幕知情人从事结构性产品和衍生产品的交易。  

 

5.3 如果根据第347条，董事有披露的义务，他们应该就他们的权益通知上

市发行人和联交所。该通知应该同时提供给上市发行人和联交所，若不

能同时提交，则其相隔时间越短越好。根据第348条规定，通知义务必

须在有关事件发生或董事得知该事件后三个工作日内履行，以及董事被

已上市的上市发行人任命后十个工作日内首次披露其权益。  

 

5.4  不遵守第十五部分的规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包括100,000港元以下罚

款、两年监禁，或按简易程序定罪：10,000港元以下罚款、6个月监禁。

证监会对执行披露义务是很严格的，因为这对维护证券交易市场秩序、

防治市场操纵是非常重要的。董事违反披露规定的，根据违规的严重性

和有关情况也会引起对他的其它违规行为的调查。  

 

5.5 董事如果有疑问应该按需要寻求他们自己的专业意见。有关香港《证券

及期货条例》的链接载于第B部分“资源”，供董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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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幕交易 
 

6.1 关于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应该让董事了解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

所规定的市场失当行为的概念，其重点是内幕交易。  

 

6.2 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规定，对于以下市场不当行为有双重但独

有的民事与刑事制度：(1)内幕交易、(2)虚假交易、(3)价格操纵、(4)违

禁交易的信息披露、(5)包括交易在内的虚假或误导信息的披露，以及(6)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三部分与第十四部分中各自所指的对证券市场

的操纵。这就是说香港证监会可以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51条有

关违反第十三部分规定而确定的民事案件选择提交给市场不当行为审

裁处(MMT)处理，也可以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四部分规定

选择提交给香港律政司作为刑事案件处理。香港证监会也拥有第213条

所赋予的广泛纠正权以决定按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来处理。 

 

6.3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三部分与第十四部分中所指的内幕交

易的市场不当行为，董事被视为与上市发行人有“关连”的人士。作为关

连人士，如果董事有“相关信息”并自己买卖、及咨询或委托他人买卖上

市发行人的证券和衍生产品，且知道或有合理的根据认为从事了该股份

和衍生产品买卖的人士，将会因内幕交易而引起民事或刑事后果。  

 

6.4 至于什么会构成“相关信息”而引发内幕交易，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

有定义。一般情况下，必须是(1)具体的信息，该具体信息(2)不是众所

周知的，而且(3)有可能对上市证券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6.5  根据定义，所谓相关信息不包括众所周知的信息。因此，对于那些想了

解公司情况的人士提出的问题，董事可以采用要求该人士阅读上市发行

人已在网上发布的旨在让市场随时了解上市发行人发展情况的信息来

予以回答。此外，该人士也可以根据需要寻求有关此类信息的专业意见。  

 

6.6 董事应该知道，如果香港证监会调查潜在的市场不当行为，包括内幕交

易，对于董事及其它相关人士来说，即使香港证监会不对该案例提出诉

讼，但期间过程本身是成本很高的、且有压力并耗费时间，董事应尽量

不使自己处于被调查的状态。  

 

6.7 为了方便讨论，假设香港证监会对某内幕交易案件作为民事案件处理，

而且市场不当行为审裁处胜诉，市场不当行为审裁处可以不经法庭许

可，剥夺内幕交易人的董事资格（“剥夺资格”）或者在五年之内禁止证

券买卖（“冷淡令”），使其不能利用权力从事市场不当行为（“停止或终

止”）。违反市场不当行为审裁处的命令会招致100万港元以下的罚款、

两年的监禁。此外，市场不当行为审裁处可以命令其支付因调查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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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生的政府和香港证监会的相关费用；如果内幕交易人是专业人士，

可以建议启用相关纪律处分程序。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57

条规定，可以要求内幕交易人向政府支付获取的盈利或躲避的亏损（“追

缴令”），并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81条规定，面临第三方追

索其经济损失。为此，市场不当行为审裁处按照现行法律体系无需平衡

盈利与亏损的净值。 

 

6.8  如果香港证监会选择建议香港律政司按照刑事案件起诉，香港法院可按

照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03条规定通过公诉对内幕交易人士处以

1000万港元以下罚款及十年以下监禁，或者采用简易程序定罪，罚款100

万港元以下，监禁十年以下。法院也可以对该人士下令取消资格、冷处

理、建议纪律处分。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05条规定，还可

以对已定罪者处以民事责任。  

 

6.9 应该向董事提供《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以下简

称“《标准守则》”），并提醒他们根据《标准守则》规定，不管在任何

时候只要他们知道未公开的内幕消息，或者在季度或中期业绩公布前30

天或年度业绩公布前60天的限制买卖期内，他们不得买卖上市发行人的

证券。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没有经过事先通知董事长，董事一般不得买

卖上市发行人的证券。董事还应知悉《标准守则》规定的其它事项，如

有关收购和披露义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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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幕消息及近期改革 
 

7.1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四A部分中所述的自2013年1月1日开始生

效执行的“内幕消息”与内幕交易中“相关信息”的定义方式相同。上市发

行人有义务在可行情况下尽快采用同等、及时、有效的方式 (香港《证

券及期货条例》第 307C条)披露其所知道的内部信息（香港《证券及期

货条例》第 307B条）。作为上市发行人的高级人员，董事必须定期采

取所有合理的措施确保有合适的保障措施来防止违反披露要求（香港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07G(1)条）。此外，对于所知的或应该知道的

重大事实，不得遗漏或做虚假的或误导性的披露（第307B(3)条）。  

 

7.2 这就是说，除适用“安全港”外，上市发行人必须在采取其它方式公布消

息前或同时，在联交所网站上公布内幕消息（第307C条）。第307D条

内规定的安全港，旨在防止过早披露，从而影响上市发行人的正当业务。

因此，若能够保证信息的保密，不需要披露未完成的谈判或商业秘密。

此外，如果有香港法律或香港法院命令限制做出披露，或者如果有国外

法律、法院命令或执法机构限制、且经香港证监会予以豁免，则不需要

披露。  

 

7.3 在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四A部分生效前，根据当时《上市规则》

第13.09条规定，违反常规披露义务通常只能引起对董事的公开谴责并

令其参加企业管治学习班。自2013年1月1日起，如果违反披露要求，证

监会可以向市场不当行为审裁处提出“信息披露诉讼”，惩罚方式与内幕

交易相似，即撤销资格、冷淡令、停止及终止，及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

还可对董事（及首席执行官）额外处以不超过8,000,000港元的监管性罚

款。此外，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就其违反正

常披露义务规定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其它辅助性命令包括建议纪律处

分、上市发行人合规程序的内部控制审查、董事参加企业管治课程的命

令。  

 

7.4 董事需要熟悉香港证监会于2012年6月颁布并且于2013年1月1日开始生

效的《内幕消息披露指引》，其链接（载于第B部分“资源”）应该提供

给董事。在该指引中，香港证监会规定上市发行人应对可能影响股票价

格的事件和情况进行快速评估，并决定是否需要披露。香港证监会还列

出了34个可能包含内幕消息的普通事件。   

 

7.5 以下列出了该34种情况： 

 

 业绩或业绩预期出现变化；  

 财政状况出现变化，如现金流危机、信贷紧缩；  

 控制权及控制权协议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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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如适用）监事出现变化；  

 董事的服务合约出现变化；  

 核数师或与核数师活动有关的任何其它资料出现变化；  

 股本变化，如新股配售、红股发行、供股、股份拆细、股份合并

及股本削减；  

 发行可借以取得或认购证券的债务证券、可换股票据、期权或权

证；  

 收购及合并（法团亦须遵守《收购守则》所载的特定披露责任）；  

 收购或处置股权或其它重大资产或业务；  

 组成合资企业；  

 影响法团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或盈亏的架构重组及分拆；  

 关于其它上市金融工具的回购计划或买卖决定；  

 修改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或同等的组成文件）；  

 提出清盘呈请、颁布清盘令或委任临时接管人或清盘人；  

 法律争议及程序；  

 被一家或多家银行撤销或取消信贷额度；  

 资产价值出现变化（包括垫款、贷款、债项或其它形式的财政资

助）；  

 相关债务人无力偿债；  

 房地产减值；  

 没有投购保险的货品遭到实质损毁；  

 新的牌照、专利权、注册商标；  

 投资组合内的金融工具升值或贬值，包括因期货合约、衍生工具、

权证、掉期保障对冲、信贷违约掉期而产生的金融资产或负债；  

 专利权、权利或无形资产因市场创新而贬值；  

 接获相关资产的收购出价；  

 创新的产品或工序；  

 预期盈利或亏损出现变化；  

 客户发出订单、取消订单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撤出或进军新的核心业务范围；  

 投资政策出现变化；  

 会计政策出现变化；  

 除息日、派息日及股息金额有变，股息政策出现变化；  

 通过控制股东质押公司股份；以及 

 已公告事项发生变化。 

 

香港证监会将自2013年1月1日起向市场提供两年的初始顾问服务，以口 

头讨论的形式提供合规咨询，但是该咨询内容无约束力。  

 

7.6  如以上所述，第十四A部分要求董事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以确保上市发

行人设立有合适的保障措施，以防止违反常规信息披露义务(香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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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及期货条例》第307G(1) 条)。如果董事因故意、罔顾、疏忽或以其它

方式而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设立有合适的保障措施（第307G(2)

条），将被视为违规行为。 

 

7.7  香港证监会认为，虽然上市发行人设有单一的董事会，但非执行董事不

从事公司日常事务，他们必须依赖（除其他事项外）于上市发行人的内

部控制程序。因此，董事会对设立与监控主要内部控制程序的责任对非

执行董事来说特别重要。  

 

7.8 非执行董事同样也必须特别注意，设立合适的内部控制程序以防范第十

四A部分带来的8,000,000港元监管处罚及后续民事处罚的严重后果。根

据《守则》第A1.8条，上市发行人应该向董事提供应对法律诉讼的保险，

对此，上市发行人应该严肃地考虑为其高级人员买保险（董事与高级人

员保险）。  

 

7.9 按香港证监会根据《指引》的建议，且公司秘书能对此发挥促进作用，

上市发行人应该： 

 

 设立用于监控公司业务及发展事项的控制制度； 

 设立定期财务报告程序； 

 维持并定期审查用于确定可能引起发生内幕消息的因素或发展

情况的敏感性清单； 

 授权一位或多位高级官员或一个内部委员会收集所有潜在的内

幕消息并将这种信息逐级上传到董事会。 

 维持会议及讨论的审计跟踪并就内幕消息进行评估； 

 内幕消息应限制在 “有必要知道”的员工的范围内； 

 在进行重大谈判时要确保有符合要求的保密协议； 

 指定少量的高级官员代表公司发言； 

 编制在媒体发表前预先审查相关材料的程序； 

 对分析师或媒体讨论会或调研会的内容进行录音； 

 编制应对市场谣言、泄露及意外披露的程序； 

 向相关员工提供定期培训以帮助其理解公司的政策、程序及披露

职责； 

 将披露政策与程序形成书面文件； 

 通过其它渠道发布前先通过电子出版系统发布内幕消息；及 

 发布披露政策及程序。  

  

 

7.10 《规则》第13.09条自2013年1月1日起将关注虚假市场的问题。如果联交

所发现上市发行人可能有市场不当行为，此事将提交到香港证监会。如

果香港证监会决定不予追究，就将由联交所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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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须予公布的交易 

 

8.1  除了有关内幕消息的一般披露义务，董事还应该关注上市发行人按照

《规则》第14章规定履行有关须予公布的交易的披露义务。  

 

8.2  根据《规则》第14.04条规定，须予公布的交易包括 (1) 购买或处置资

产； (2) 视同处置； (3)编制、接受、转让、行使或终止期权； (4) 签

署或终止融资租赁； (5) 提供保函或担保； (6) 向上市发行人提供财

务资助；及 (7) 其它交易，还包括资产的某种处理。 

 

8.3  董事必须保证上市发行人制定有程序制度通知公众投资人有关须予公

布的交易事项，以作为上市发行人的日常合规要求。  

 

8.4  根据《规则》第14.08条，联交所已以表格形式概括了各种类型的须予

公布的交易。交易类型有：(1) 股份交易（涉及证券而不是现金）；(2) 

须予披露的交易； (3) 主要交易（出售事项）； (4) 主要交易（收购

事项）；(5) 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项； 及 (6) 非常重大的收购事项。这

些交易需经过适用测试，统称为“五类测试”。代之以三十种交易（六种

交易乘五种测试），其实有二十八种交易，因为股本比率测试不适合主

要交易（出售事项）及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项。  

 

8.5  这五类测试涉及到上市发行人的某些财务比率。它们分别是：(1) 资产

比率； (2) 利润比率；(3) 收入比率；(4)对价比率；及(5) 股本比率。

《规则》第 14.07条进一步解释了这些百分比率的细节。在有些情况下，

如果这五种测试不适用，上市发行人可以联交所建议其它替代测试。  

 

8.6  在确定对须予公布的交易进行信息披露时，需要考虑交易类型及适用的

测试比率。因此有：(1) 5%测试比率内的股份交易； (2) 在5% - 25%测

试比率范围内须予披露的交易； (3) 25% - 75%测试比率范围内的主要

交易（出售事项）；(4) 25% - 100%测试比率范围内的主要交易（收购

事项）；(5) 75%以上测试比率的非常重大的出售事项，以及 (6) 100%

测试比率以上的非常重大的收购事项。  

 

8.7 《规则》第14.33条接着列出了各种披露要求。董事应知悉关于须予公布

的交易的最低要求，需要根据《规则》第2.07C条规定，以公告的形式(1)

通知联交所，以及(2)通知公众。根据交易类型与适用的测试比率，可能

需要(3)在给股东的通函中对交易进行解释，(4)获取股东的批准，以及(5)

提供会计师报告。如果交易为反向收购，联交所可以把此看作是一种新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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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规则》内载有各种关于公告（第14.58条）、通函（第14.63条）内容及

其它事项的相关规则。告知董事公司秘书是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第一个

联系人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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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连交易 
 

9.1  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的规定，如果上市发行人的交易被视为“关连

交易”，则另有合规要求。这些要求是保证在上市发行人订立关连交易

时要考虑股东的整体利益。  

 

9.2 根据《规则》第14A.02条规定，如果某交易为关连交易，必须将该交易

信息纳入通函并发送至股东，且在交易签署前还要获得股东的批准。任

何在交易中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人士不得投票。这就是说，除非《规则》

本身设定的某些豁免，关连交易则必须经过独立股东的投票批准。  

 

9.3  就关连交易而言，董事在其任期及卸任后12个月内为“关连人士”。关连

人士的定义还延伸到董事的“联系人”，包括：(1)与董事共同生活俨如配

偶的任何人士；(2)子女； (3)继子女； (4) 父母； (5)继父母； (6)兄弟；

(7)姐妹； (8)继兄弟； (9) 继姐妹； (10) 岳父； (11) 岳母； (12)女婿； 

(13) 媳妇； (14) 祖父母； (15) 孙子女； (16)叔伯舅； (17) 姑、姨；

(18) 表、堂兄弟姐妹； (19) 姐、妹夫；(20) 嫂子弟妹；(21) 侄子、外

甥； (22) 侄女、外甥女，以及(23) 董事或上述董事联系人在股东大会

上控制50%以上表决权或拥有委任大多数董事的权利的任何公司；且还

包括 (24) 董事就有关交易已经与之达成协议、安排、谅解或承诺（不

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的，联交所认为

应当作为关连人士的其它任何人或实体。  

 

9.4 《规则》第14A.13条定义了构成“关连交易”的事项。这包括(1)上市发行人

与关连人士之间的任何交易；(2)某些被认定为收购或处置任何公司权益

的交易；(3)上市发行人提供的或接受的某些财务资助以及提供保函、担

保或保证；(4)期权，及 (5)合资。还有一些关连交易被认为是“持续性关

连交易”，此类交易通常包括董事与上市发行人之间在某一持续期间内

提供或接受属于日常业务的产品、服务或财务资助。例如，如果董事购

买房产并将其租给上市发行人做办公室，这就叫持续性关连交易。 

 

9.5  《规则》第14A.16 条接着规定了对关连交易和持续性关连交易的某些豁

免。按照豁免的性质，该规定可豁免有关申报、公告、独立股东审批与

年度审阅（对持续性关连交易而言）或者只豁免独立股东审批要求。 

 

9.6 《规则》第14A.31条规定的享受全豁免的关连交易包括 (1) 集团内部交

易； (2) 发行新证券； (3) 在联交所的证券交易； (4) 赎回本身证券； 

(5) 董事服务合约； (6) 消费品或消费服务；(7) 共用行政管理服务；(8) 

与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士的交易；(9) 与被动投资者的联系人进行的

交易，以及(10)符合最低豁免水准的关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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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规则》第14A.33条规定的享受全豁免的持续性关连交易包括：(1)消费

品或消费性服务；(2)共用行政管理服务；(3) 与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

士的交易；(4) 与被动投资者的联系人进行的交易，以及(5)符合最低豁

免水准的持续性关连交易。 

 

9.8  涉及关连交易的《规则》较为复杂，公司秘书应该是董事处理关连交易

的第一联系人，包括持续性关连交易的相关问题。联交所颁发有《关连

交易规则指引》，其链接载于第B部分“资源”，关于该主题，可参考市

场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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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收购守则 
 

10.1 如本指引 “引言”第1.2项中所述，《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 

（“《收购守则》”）涉及到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目的是使股东

获得公平对待，强制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使股东能够对要约的利弊作

出决定，对受影响的上市发行人的股票将有一个公允明智的市场。 

 

10.2 《收购守则》并无法律效力，这就是说，董事不应该仅仅阅读《收购守 

则》并认为该守则是全面的。董事需要知道，香港证监会保留最终解释

权，会整体考虑《收购守则》的精神与目的。在做裁定时，香港证监会

不会仅仅考虑《收购守则》的严格规定，而是会从所发生的事实角度来

考虑该守则的精神与目的。 

 

10.3 根据《收购守则》中“引言”部分第1.5项，董事与《收购守则》中规定的

寻求取得或巩固上市发行人控制权的人士、其专业顾问、与该交易有关

连的人士以及积极从事于证券市场活动的人士一起承担责任。如果有疑

问，董事可向香港证监会的企业融资部的执行董事申请裁定。执行董事

对有关问题会进行详细的审查，若认为有必要，可在进行裁定前召开一

个非正式会议来听取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10.4 《收购守则》第26条规定如果一位或数位一致行动人收购或合并上市发

行人30%的表决权，则需要向全体股东提供一份强制要约。这种强制要

约义务的例外情况包括：(1)“自由增购率”即：在一个为期12个月的期间

收购小于2%的上市发行人的表决权股份； (2)已经拥有50%以上的上市

发行人的表决权股份的人士；(3)证监会授予清洗豁免。 

 

10.5   当引起强制要约时，收购人必须证明其有购买在公众投资人手里的股票

的财务能力，并且备用融资和手续费金额可能巨大。收购人还需要委任

一位配售代理配售股票以维持公众投资者手里的股票的自由浮动，财务

咨询及中介费金额也会是很大的。因此，没人希望无意中触发做出强制

要约的义务。例如，2012年5月22日，执行主任公开指责Capital VC Limited

和Yau Chung Hong，执行董事、大股东及Capital VC Limited（按《上市规

则》第21章规定的投资公司）的投资委员会成员违反《收购守则》第26.1

条中的强制性要约义务要求，并处以冷淡对待，禁止Yau直接或间接进

入香港证券市场18个月直至2013年11月22日止，因其无意中合并一家创

业板上市公司 -  Longlif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30.19%的控制权，从而

触发强制性义务，但是未能实施。 （来源：《收购简报》，第21期，

2012年6月）。  

 

10.6 如果不是一致行动人的两位以上人士成为一致行动人并且他们持有上

市发行人的30%至50%的表决权股份，强制性一般义务通常不会被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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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即使他们成为一致行动人并持有超过上市发行人的30%表决权股

份。此外，他们可以在一个为期12个月的期间集体收购不超过2%的自

由增购率的表决权。 

 

10.7  香港证监会注意到所引起的大多数问题是各方是否是一致行动人。一致

行动的定义包含在《收购守则》第2章内。这通常是指那些根据协议或

谅解备忘录（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积极合作以通过其中任何一

方收购上市发行人的表决权来收购或合并上市发行人控制权的人士。该

定义具体参照被认为一致行动人的各等级。他们包括上市发行人的董

事、其近亲、有关系信托及该董事、其近亲及有关系信托所控制的公司。

“近亲”的定义系指某人的配偶、事实配偶、子女、父母及兄弟姐妹。由

于其宽泛的定义，《收购守则》的范围也是宽泛的。 

 

10.8 香港证监会有权授予清洗豁免，若一致行动人从新上市发行人的证券中

购买或合并30%以上表决权且得到独立股东的投票批准。独立非执行董

事根据来自独立财务顾问的建议向独立股东提出建议。此外，在许多案

例中，投资人可以使用可转换贷款证，这取决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的专

业顾问按照《收购守则》规定对收购含义提出意见，必要时可咨询执行

董事。 

 

10.9 《收购守则》极为复杂，董事应该明白当他们一致行动，寻求与其它人 

积极合作以收购或合并对上述发行人的控制，存在潜在的《收购守则》

规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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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董事会实务 
 

11.1  根据《守则》第F条规定，公司秘书担任辅助角色来“确保董事会成员之

间咨询交流良好，以及遵循董事会政策及程序”。因此，根据《守则》

第F条，董事会实务的各个方面也是公司秘书作为 “企业管治事宜”顾问

角色的一部分。 

 

11.2  在召集董事会议时，董事应该尽量参加会议，参会情况及所有的会议记

录都要在下一年度报告或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现在，有许多公司允许

召开电话会议，且有各种技术手段来帮助上市发行人派发董事会会议文

件。 

 

11.3  非执行董事应特别关注上市发行人设有充分的内部控制程序，并应用他

们的知识和经验加入讨论与审议，以作为他们对上市发行人事务积极关

注的一部分。 

 

11.4  董事在董事会议中应该注意在讨论有关交易时保持其独立性，任何重大

利益都需要披露。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董事必须就某些事项放弃投票，

例如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的事项。 

 

11.5  董事如果参加各种委员会会议，应该认识到他们按规定对包括审计、委

任、报酬等事项（若有企业管治委员会，则还有企业管治事项）制约与

平衡时，对董事会履行各种职能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11.6  董事长每年至少与非执行董事会面一次，并对他们提出的任何事项进行

评估，且须考虑他们对涉及到公司战略的事务及其它事务的意见。董事

应该知道，这不妨碍他们可以随时甚至在召开董事会议前直接向董事长

提出问题。 

 

11.7  在召集会议时，有符合要求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议程是很重要的，董事应

该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保证出席会议的董事进行有效讨论，

董事之间应礼让尊重，任何所提出的供讨论的事项应该尽可能在会议前

事先交流。 

 

11.8  确保遵守董事会政策及程序是公司秘书的职责。公司秘书需要制作、发

放、保存所有会议通知、议程、董事会决议，以及根据上市发行人的要

求，做好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的记录。此外，还需要根据董事长与董事

的要求协调管理层与专家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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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与管理层的联络 
 

12.1 理论上，上市发行人的日常业务由单一的董事会管理。但在实践中，董

事会制定策略和方向，由公司管理层执行。大多数上市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层包括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财务官（CFO）、首席运营官（CCO），

通常统称为3Cs。根据不同公司的需求，还可以有CLO（首席法务官）与

CCO（首席合规官）等。 

 

12.2  《守则》规定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不应该由同一人担任，但有许多上市

发行人的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是同一人。上市发行人须决定什么是符合

要求的董事会与管理层的配置结构，并解释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为同一

人的理由。 

 

12.3  根据《守则》第D1条，董事会应明确指示管理层哪些事项须先经董事会

批准后方可代表发行人作出决定 。因此，应该制定需要董事会批准的

事务清单。董事应该积极关注该清单，以作为上市发行人内部控制的一

部分。 

 

12.4  此外，如果董事会将其管理和行政职能授权管理层代行，它必须同时就

管理层权力给予清晰的指引，特别是当管理层应向董事会汇报及代表上

市发行人做出决定或订立任何承诺前应取得董事会批准等事宜方面。 

 

12.5   对于会严重妨碍或降低董事会作为整体履行其职能的能力的事项，董事

会不应该让董事会之下的委员会、执行董事或管理层来代行。 

 

12.6  《守则》还规定上市发行人应该正式确定保留给董事会的职能与转授予

管理层的职能。应该定期检讨以确保有关安排符合上市发行人的需要。 

 

12.7  上市发行人应该披露董事会与管理层相应的职责、其各自如何对发行人

负责及作出贡献。此外，董事会应该清楚地了解既定的权力转授安排。

上市发行人应该有正式的董事委任书，订明有关委任的主要条款及条

件。 

 

 

12.8  董事会（或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应该至少包括以下规定：(1) 制定及检

讨上市发行人有关企业管治的政策与常规，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2)检

讨及监察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持续专业发展 (3) 检讨及监察

发行人在遵守法律及监管规定的政策和常规 (4) 制定、检讨及监察雇员

和董事的操守准则及合规手册（如有），以及 (5) 检讨发行人遵守《守

则》的情况及《企业管治报告》内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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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业务熟悉 
 

13.1  上市发行人从事给股东带来最大回报的业务。因此，董事应该熟悉上市

发行人的业务运营。董事必须了解上市发行人的业务才能为其战略发展

做出真实贡献，并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提供意见。  

 

13.2   公司秘书应该与公司管理层合作，在任命董事前编制合适的业务简述。

如果公司已经上市，应该为董事提供最近的年报、业务计划、预算，以

及新董事与管理层讨论业务方面的机会。如果公司为一家IPO的公司，

那么应该根据宣传指引提供业务简述，如需要，应该安排签署保密协议，

以及与管理层进行讨论的机会。  

 

13.3  上市发行人应该考虑是否为董事安排赴上市发行人业务所在地进行调

研。董事应该了解经营环境，包括业务经营所在地社区及文化。上市发

行人须保证董事应该能够与一线负责人士交流，并就广泛的法规政策问

题（包括环境政策防竞争问题、贪腐行为以及董事认为合适的其它问题）

进行他们自己的SWOT分析。  

 

13.4  如果公司业务在外国司法管辖区进行，上市发行人应该权衡成本效益，

采用电话或视频会议等技术来取代现场会议。从长期优势而言，应该考

虑董事通过熟悉业务而能做出的真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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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董事入职培训清单 

 

A 董事入职培训 

上市规则、各类条例及收购守则 

 

1 入职培训规划 

 综合性入职培训 

 持续专业发展（CPD） 

 

2  董事的基本职责 

 无限责任 & 普通法职责 

 更多的上市规则责任 

 

3  董事与委员会类型 

 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独立性） 

 单层董事会的概念及角色 

 审计、薪酬、提名 

 企业管治委员会（可选） 

 其它事项 

 

4  上市及其它规则 

 董事的承诺 

 解释内部控制程序 

 管理层回答问题 

 

5 权益披露（DI）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十五部分第7 – 10分部 

 扩展范围 

 违规处罚 

 有疑问时的专业咨询 

 

6 内幕交易  

 证券交易《标准守则》 

 市场不当行为：相互排斥的民事与刑事制度 

 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或法院  

 更广泛的规则 

 内幕消息的定义 

 限制买卖期 

 

7 内幕消息及近期改革：  

 《证券与期货条例》第十四A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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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幕消息的法律依据 

 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的行政罚款及民事责任 

 内幕消息披露指引 

 非执行董事及内部控制程序 

 联交所及虚假市场 

 

8   须予公布的交易  

 须予公布的交易的定义 

 交易类型/ 矩阵 

 五项测试 

 披露要求 

 

9   关连交易  

 关连交易的定义 

 作为关连人士的董事 

 扩展定义 

 持续性关连交易 

 例外情况 

 香港联交所“关连交易规则指引” 

 

10  收购守则 

 公允及知情市场的知情决定 

 强制性公开要约 

 自由增购率 

 协同控股人 

 清洗豁免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角色 

 

11  董事会实务 

 董事参加董事会议 

 与会记录及贡献 

 非执行董事及内部控制程序 

 董事的独立性及披露/ 表决 

 管理良好的交流 

 公司秘书作用 

 

12  管理层联络  

 单层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的角色 

 董事与内部控制 

 管理职能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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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任授权范围 

 

13 业务的熟悉  

 s股东回报最大化 

 业务熟悉及真实贡献 

 IPO候选公司的宣传指引 

 现场调研及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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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 董事委任程序概述 
 
适合于全体候选人 
 
1  确定提名委员会认可的候选人 
 
2 进行背景调查：破产及诉讼调查；网络搜索；以及/ 或外包背景调查 
 
3  按照《规则》第13.51条获取个人简历（附录C） 
 

4 获取权益披露资料，如有（附录D） 
 
5  提供公司成立、业务及其它相关文件，包括内部控制程序或企业管治手

册以及第1部分及第B部分“资源”中所述的文件或链接。 
 
6 安排正式入职培训（附录A）。管理层应出席入职培训并回答问题 
 
7  面试及个人简历核实 – 问卷（附录E）  
 
8  董事聘任签字 

 
9  签署声明及承诺（表格5B）（上市规则）及确认书（附录F） 
 
10  独立性确认（独立非执行董事）（附录G） 
 
 
此外，对于IPO候选公司 
 
11  提供宣传指引（附录H）（入职培训前） 
 

12  传阅招股说明书初稿（入职培训前） 
 
13  按《规则》第 9.11(3a) 条签署确认书 (入职培训前) (附录 C) 
 
14  安排拟IPO董事会议将公司重新组织成一家上市公司并批准《招股说明

书》的最终稿（入职培训后） 
 
15  签发《招股说明书》及责任函（入职培训后） 

 
 

 
公告 
 
16 以普通方式或在IPO招股说明书中公告任命 
 
注：程序可以根据上市发行人的要求作更改。文件的形式会根据专业顾问的要求和建议作更改。 



31 
 

附录 C – 简历 
 

[公司名称] 

 

简历 

 

 

[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姓名] 

 

[简历内容]* 

 

除上述披露，[姓名]在过去的三年里没有在其证券在香港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

其它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在本文件/ 招股说明书日前三年也没有在本公司和

本集团旗下其它成员公司担任过其它职务。  

 

除本文件所披露，没有其它与[姓名]有关的按《上市规则》第13.51(2)条规则规定

需要披露的事项。  

 

 

 

 

 

特此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日期：  

 

*注：需要用文件和面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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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适用于IPO企业] 

 

[港交所] 

 

 

敬启者： 

 

事由：[公司]《上市规则》规则第9.11(3a)条 

 

本人系 [公司]的[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人确认上市文件初稿包含按规则第13.51(2)条规定的本人全部简历内容，简历

内容真实、正确、完全，本人承诺在买卖[公司]证券前通知阁下有关变更情况。  

 

此外，根据《规则》第9.11(38)条规定，本人还向阁下提交载于《上市规则》附

录5表格B的本人声明及承诺。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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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 权益披露 
 

[公司名称] 

 

董事权益披露 

 

[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姓名] 

 

本人及本人联系人（按《上市规则》定义）在以下企业中有须披露的权益： 

 

企业： 

(1) 公司  

(2) 合伙公司 

(3) 独资企业  

(4) 其它 (请说明)  

说明： 上次披露后的变化：  权益： 

(1) 董事  

(2) 大股东 (股东大

会上超过10%的

表决权)  

(3) 合伙人  

(4) 独资企业  

(5) 其它(请说明)  

 

以上是完整的信息；本人承诺对权益的变更和增加将随时告知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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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 董事面试问卷 

 

每家公司总有一些事项需要包括在问卷中。我们只能将一些基本的问题列入问

卷。  

[公司名称] 

问卷 

 

日期：  

时间：  

地点：  

是否本人出席：  

 

在面试前请审阅以下问题，请带上所有证据文件来核实简历并回答以下问题。文

件应该是原件或者经认证的复印件：  

 

1  是否拥有在(1)香港，或(2) 其它地方的上市发行人担任董事的经验？  

 

2  如适用，离任董事职位的日期及理由是什么？   

 

3  是否在本公司（及其集团）的当前委员会或分委会任职？  

 

4  是否在任何上市发行人或公司（及其集团）担任其它职务？   

 

5  其它企业中的利益？  

 

6  《上市规则》知识，包括角色、责任及企业管治？  

 

7  来自监管部门的谴责或纪律处分？   

 

8  教育与专业资格？  

 

9  过去的就业和工作经验？  

 

10  作为公司董事的其它能力？  

 

11  住宅地址？  

 

12  国籍？  

 

13  谁把阁下推荐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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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担任其它职务的同时，阁下是否还能安排时间担任董事并积极参与公司

（及其集团）的事务？  

 

15  阁下如何处理董事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16  阁下如何处理独立股东的整体利益？   

 

17  什么是良好的企业管治，含有哪些具体方案？  

 

18  阁下在执行和处理企业管治方面有何经验？  

 

19  阁下是否经历过破产？  

 

20  是否有针对阁下的法律诉讼、法律或纪律处分程序或诉讼？  

 

21  是否有阁下控制的且阁下现在或过去担任董事的公司或实体受到法律

诉讼、法律或纪律处分程序或诉讼？  

 

22  是否受到过专业团体或部门的调查？  

 

23  是否与本公司（及其集团）有争端？ 

 

24  阁下是否知道公司（或其集团）有无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25  阁下是否知道公司（及其集团）首席财务官是否具有财务知识，包括在

编制财务报表方面的知识？  

 

26  阁下如何才能有效地监督最高执行人员与高级管理成员执行公司（及其

集团）的战略和政策情况？  

 

27  阁下是否与公司（及其集团）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性利害关系？  

 

28  阁下是否在公司（及其集团）的大客户或供应商处有利益？  

 

29  是否与公司（及其集团）的股东或董事有关系？  

 

30  是否有您认为与阁下在公司（及其集团）集团任职有关的其它情况？  

 

请注意，就时间安排方面而言，上述问题旨在审查背景资料及阁下的意向，应该不限于当下情况。

请随便增加阁下认为合适的问题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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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 确认函 

 

[公司名称] 

确认函 

 

[公司] 

 

敬启者： 

 

 

事由：[公司名称] 

 

兹确认所有按《上市规则》下表B第一部分规定拟定并完成“声明”与“承诺”的适用

要求和程序以及做虚假声明的后果都已[由公司/ 保荐人委托律师]向本人解释

过，本人已知晓。  

 

此外，本人确认已参加入职培训，且《上市规则》及其它规程摘要及其相关诠释

已提供给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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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 独立非执行董事独立性确认书 

 

[港交所上市科] 

 

[保荐人] 

 

敬启者： 

 

事由：[公司] 

 

本人被提名为拟申请上市并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主板进行公司股票交

易的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上下文另有要求，本文种所采用的条款及表达在

含义上与《上市规则》中的相同。 

 

本人确认本人具有《上市规则》中规则第3.13 条规定的独立性：  

 

1  本人没有持有公司已发行总股本1%以上的权益。  

 

2   本人没有从公司或关连人士收到公司的任何证券中的权益或通过其它

经济援助作为礼品。  

 

3  当下或在被计划任命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前一年内，本人并非任何向以

下人士提供服务的专业顾问的董事、合伙人、负责人，并在该时段内并

不是向以下人士提供服务的专业顾问机构的员工：  

 

(a)  公司、公司之控股公司或其附属公司或关连人士；或 

 

(b)  在本人被计划委任作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之日前一年时间内

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任何人士或任何联系人。  

 

4  本人在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相应的附属公司或任何关连人士的主要

经营活动中无重大利益、也不与它们有重大业务往来。  

 

5  本人在公司董事会并不具体负责保护与本公司股东整体利益不一致的

企业的利益。 

 

6  被计划委任作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之日前两年时间内，本人与公司董

事、首席执行官或大股东无关连关系。  

 

7  被计划委任作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之日前两年时间内，本人并不是且

在该时间段内未曾担任过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或其附属公司或公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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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关连人士的管理人员或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除外）。  

 

8  本人在经济上独立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或其附属公司或公司任何关

连人士。  

 

9  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本人在公司业务中无可能影响本人做出独立判断的

经济或其它利益，或者不管现在还是过去，与公司的关连人有任何可能

影响本人做出独立判断的关系。  

 

10  本人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中无管理职能。  

 

11  本人不知道任何因素可能影响本人独立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或其附

属公司或公司任何关连人士。  

 

此外，本人明白作为提交给联交所的计划上市申请的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每位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或计划委任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提交一份书面确认函以

示了解了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义务与职责。  

 

本人确认：本人已知晓一位在联交所上市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义务、职责及

责任，本人承诺遵守《上市规则》及其它适用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义务、职责及责任。  

 

本人认为本人有能力及商务或专业经验以确保能代表公司股东（包括现在的和将

来的）的整体利益。  

 

本人理解贵所可能依靠本确认函中的确认书和承诺来判断计划上市的申请。本人

保证如果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并可能影响本人的独立性，本人将尽快书面通知贵

所。  

 

 

特此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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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 宣传指引 

 

对IPO来说，总是有保荐人和公司的法律顾问，他们会提出宣传指引。我们将只

列出一些指引的基本元素：  

 

1 它适用于参与IPO的所有各方，包括公司、保荐人、其他方及其员工。  

 

2   宣传包括电子通讯、网站、公众或媒体咨询。  

 

3   IPO在宣布前须保密。  

 

4   在宣传资料发布前应该咨询保荐人及法律顾问。  

 

5   所有的宣传资料必须真实、正确、与招股说明书一致，不得误导或与招

股说明书相矛盾。  

 

6   所有的宣传材料必须标明“有关上市并准许本公司证券交易的申请已经

或将被提交到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7   上市委员会审理前的任何宣传信息的发布可能会导致延迟或申请不被

考虑。  

 

8   其它推广活动可能引起问题，有关推广活动及潜在的影响需要咨询保荐

人。  

 

9   招股说明书必须包含能核实的信息供投资人进行知情投资讨论。不然，

公司及其董事可能承担责任。 

 

10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规定，任何引诱他人认购证券的欺诈性或罔顾

实情的陈述都是犯罪。  

 

11  须设立一个有从事宣传经验的工作小组来预审查所有的宣传信息。  

 

12  除了保荐人成员，不应该与经纪商、银行或分析师讨论以前的或预计的

业绩。  

 

13  公司可以预审查提供给客户用于业务目的的真实业务资料及发展情况。  

 

14  公司可以要求与各方签署保密协议。  

 

15  应该保留操作程序直至IPO股票发行后公司确定的时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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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资源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及其成员的重点是推动良好的公司治理，除了以下有关本指引

列出的材料外，请访问www.hkics.org.hk以获得和提交各种有关良好的公司治理和

最佳实践的资源材料。 

 

 

第一部分 – 直接与委任相关 

 

分各类条例 

 

《公司条例》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BFB

C0BDE18CA0665482575EE0030D882?OpenDocument&bt=0 （访问时间：2013年3月

1日） 

 

《证券及期货条例》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516

7961DDC96C3B7482575EF001C7C2D?OpenDocument&bt=0 （访问时间：2013年3月

1日） 

 

《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 

http://www.gld.gov.hk/egazette/pdf/20121618/es1201216189.pdf （访问时间：2013

年3月1日）  

 

《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包括《承诺与声明》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mbrules/Documents/consol_mb.pdf （访

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指导性说明 

 

证券及期货委员会“内幕消息披露指引” 

http://en-rules.sfc.hk/net_file_store/new_rulebooks/h/k/HKSFC3527_4262_VER10.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联交所“关连交易规则指引”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documents/ctguide_e.pdf （访问

时间：2013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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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守则》 

 

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

http://en-rules.sfc.hk/net_file_store/new_rulebooks/h/k/HKSFC3527_1489_VER10.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一般指引 

 

香港公司注册处“董事职责指引” 

http://www.cr.gov.hk/en/publications/docs/director_guide-e.pdf （访问时间：2013年3

月1日） 

 

香港董事学会“董事指引” 

http://www.hkiod.com/guidelines-for-directors.html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董事学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指引” 

http://www.hkiod.com/INEDguide.html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会计师公会“审计委员会有效运作指引” 

http://www.hkicpa.org.hk/file/media/section4_cpd/Continuing%20Professinoal%20Deve

lopment%20Programme%20(CPD)/audite.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第二部分 – 其它资源 

 

研究报告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香港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多样性”（2012年10月）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2333_Board%

20Diversity_Full%20Report.pdf (（访问时间：2013年1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香港上市公司公司秘书的重要性”（2012年11月）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2336_Researc

h%20Report%202012.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早期的指引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 1 – 董事入职培训”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1874_guidance%20notes.pdf  

（访问时间：2013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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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2 – 提名委员会 – 职权范围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1946_GN2-No

mination.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3 – 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1975_GN3-AGM.pdf （访问时

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4 –  上市公司公司秘书的报告范围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2026_GN4-Reporting%20lines.p

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5 – 董事及高级人员保险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2074_GN5.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6 – 内幕交易第一部分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2121_GN6-Ins

ider-Dealing(1).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7 – 内幕交易第二部分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2164_GN7-Insider-Dealing(2).p

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8 – 投资者关系第一部分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2308_GN8-Inv

estor_Relations(1).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9 – 投资者关系第二部分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2312_GN9-Inv

estor_Relations(2).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10 – 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指引手册 – 1  

http://www.hkics.org.hk/media/publication/attachment/PUBLICATION_A_2317_GN10_A

ML%20companion_Final.pdf （访问时间：2013年3月1日）  

 

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 11 -  举报手册” 

http://www.hkics.org.hk/index.php?_room=10&_action=detail&_page=9 （访问时间：

2013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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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许秘书公会“指引12 – 年度股东大会生存手册 

http://www.hkics.org.hk/hkicsFckEditor/file/guidance%20notes/GN12-AGM.pdf （访问

时间：2013年3月1日）  

 

其它参考资料 

 

澳大利亚特许秘书，良好企管指引，董事入职培训材料包：  

内容 http://www.csaust.com/media/365442/2011_ggg_dir_induction_packs_v2.pdf （访

问时间：2013年 3月 1日）. 这里含有具有参考价值的有关董事任命的材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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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指引刊载多项建议，用意并非提供法律意见，或减免公会会员或任何人士遵守有关规则及

规例的责任，公会会员应就个别情况建立自己的看法。如有疑问，会员应视乎需要咨询其法

律或专业顾问。本指引所载意见不一定代表公会意见，用意亦非提供详尽无遗的指引，而是

协助会员理解相关课题。公会对任何人士或组织因倚赖本指引所载资料或观点而导致之损失

或损害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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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10) 6641 9368      传真: (8610) 6641 9078 

电邮: bro@hkics.org.hk  网址: www.hkic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