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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欣然發布關於股東溝通的最新研究報告。

 

溝通是公司秘書的核心工作之一，這一點在此研究報告中已得以證實。如問卷調查

的標題“為上市公司股東溝通指點迷津”所示，本報告旨在為上市公司的股東溝

通“指點迷津”。根據 Tricker 博士的專家意見，本報告歸納並推薦了五項高層次的

股東溝通必要措施。

這些措施旨在打破香港的投資者與被投資公司之間常見的獨白式交流模式。調查結

果顯示，相當多上市公司並沒將股東溝通和投資者關係放在其應有的高度上。五項

措施將有助於改變這種現狀。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注意到香港市場的獨特之處：多數香港公司擁有權結構相對集

中，影響到香港股東溝通的方式及演變，也與擁有權較多元化的其他市場（例如英

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形成對比。盡管如此，本報告的主題也關乎全球的議題，並

提供引人深思的觀點，冀可藉此與其他合作伙伴造就進一步的跨國界研究。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感謝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作為股東溝通等公司治理領域的領導者對

是次問卷研究項目的協作和慷慨贊助。另外，我們也要感謝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

限公司、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Hermes 投資管理、Orient Capital Pty Limited 和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的支持。

作為倡導治理的機構，我們需要與監管機構合作，並在此感謝香港證券及期貨監察

委員會和香港交易所在負責任的擁有權和股東溝通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在本報告中

所援引的真知灼見，我們深表感激。

我們要感謝參與本項目的多方人士，包括Tricker博士、中電控股有限公司的司馬

志、香港特許秘書公會專業知識咨詢小組主席及前會長陳姚慧兒 FCIS FCS，和該小組

成員，包括林英偉 FCIS FCS和公會副會長邵德勳 FCIS FCS，以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行

政總裁孫佩儀 FCIS FCS (PE) 和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高級總監兼專業知識及研究部主管高

朗 FCIS FCS (PE)。

 

我們也要感謝所有讀者對我們工作的支持，期待與您的合作，共同提升良好的公司

治理。

譚國榮 FCIS FCS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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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6年3月至4月期間，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進行了名為“為上市公司股東溝通指點迷津”

的問卷研究，共413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回應了問卷。

本報告由問卷結果入手，深入解構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東溝通實踐。本報告的目標讀者群

為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層，也涵蓋上市公司的顧問，包括作為公司治理專業人士

和受董事會信賴的顧問的公司（董事會）秘書。

主要以家族企業和國資企業為主的香港市場無法與擁有權多元化的其他市場（例如英

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直接進行股東溝通實踐方面的比較；但就公司治理而言，與其他

方面一樣，香港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效仿或參照了上述其他市場的做法。我們將在附錄

三列舉相關市場的特性差異。毫無疑問，股東溝通經歷著一個不斷加速的演化過程。

本報告提出，有效的股東溝通有賴於了解其股東的構成及他們的信息需求。然而問卷結

論是，儘管有上市公司認識到與股東維持緊密溝通的重要性，大部分公司在增強其股東

溝通實踐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有鑒於此，本報告提議上市公司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施

行下述“五項必要措施”以增進股東溝通：

1. 制定投資者關係策略並將其納入公司戰略

 

2. 瞭解並定期查閱股東構成

3. 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溝通政策

4. 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參與政策

5. 檢討投資者關係的管理責任及領導問責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近期發佈了鼓勵自願採納的《負責任的擁有

權原則》，呼籲投資者行使上市公司擁有權的權利，鼓勵投資者與其所投資的上市公司

進行交流。由於上市公司乃此類交流的另一當事方，即投資者請求的接收方，他們會發

現“五項必要措施”在處理投資者請求上具有對應補充的作用。無論如何，上市公司可

以透過實施“五項必要措施”來主動接觸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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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調查結果 
• 相當大一部分上市公司不太確定誰是公司的股東 

問卷結果顯示，三分之一的受訪公司不確定誰是公司的股東。他們並未定期或例行

監察其股東構成。

• 部分上市公司似乎不願花費精力去調查誰是股東 

14.5%的受訪者表示應當例行監察股東構成，15.5%的受訪者則表示應當為特定目的

臨時監察股東身份，卻皆未付諸行動。 

• 大多數上市公司缺乏溝通策略 

58.4%的受訪者承認，其與股東的溝通未夠充分或“有些不足”，而且認為需要改

進。然而，8.4%的受訪者雖然承認其溝通不充分但認為不需要改進。僅33.2%的受

訪者認為其溝通充分。

•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參與的方式應視乎股東類型而定，不應一概而論

受訪者深信公司應更有效地與股東溝通。少數受訪者（92家）認為公司應與所有股

東溝通，但大多數（269）認為只需要讓機構投資者和長期股東參與，此外，受訪

者認為，這些投資者有主動參與公司事宜的盡責管理角色。

• 首席執行官或董事會在股東溝通方面缺乏問責	 

很多公司（172家）向高級管理層、董事會或董事會委員會彙報股東的資料。但更

多公司（241家）並不報告這些數據或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數據。

• 公司秘書可幫助改進投資者關係	 

在52.5%的受訪公司中，公司秘書負責分析股東構成，而由投資者關係主管負責這

一領域的受訪公司居其次，佔21.0%。許多公司稱正在對投資者關係活動（包括股

東溝通和參與）投入更多資源，而且愈來愈看重投資者關係職能。

解讀調查結果 —— 獨白式而非對話式交流 

調查結果顯示：

• 股東溝通並非出於主動	

對很多上市公司來說，股東溝通被視為一項合規任務，而非一項主動承擔。換言

之，股東溝通是被動地由法規和規則推動，而非公司主動選擇與股東溝通和接洽。

• 與監管推動的力度脫節	 

有關加強溝通的監管推動力度，與上市公司對其必要性或重要性的實際認知度

之間似乎脫節。

摘要

52.5% 的受訪
公司中，公司
秘書負責分析
股東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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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獨白式交流的
“五項必要措施” 

• 現狀削弱股東溝通的價值 

如果上市公司並不切實瞭解其溝通的股東是誰，不通過接洽股東瞭解溝通的有

效性和相關性（即通過反饋來改進溝通方式），那麼僅是基於監管要求的股東

溝通的實際價值和質量必定會被削弱。如果不瞭解受眾或者不知道他們的需

求，怎能夠傳達信息？

上述結果導致股東溝通變成獨白式而非對話式交流。

“五項必要措施”

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應該考慮什麼？

本報告闡釋五項高層次的必要措施，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應視其為前進

方向：

1 制定投資者關係策略並將其納入公司戰略

2 瞭解並定期查閱股東構成

3 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溝通政策

4 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參與政策

5 檢討對投資者關係的管理責任及領導問責

監管機構的角色

鑒於相當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在承擔股東溝通責任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監管機構可

能應考慮減少強調（或者暫緩規管）報告的數量和範圍，而是更加註重質量，要求

上市公司解釋說明其對股東溝通的責任承擔及其有效履行。可以要求上市公司彙報

其執行本文建議的“五項必要措施”方面的表現和進展。

股東的角色

事實上，有效的溝通是對話，股東關係誠如其它任何關係，只有通過雙方共同努力

才能夠實現。因此，股東需要向上市公司表達其在投資者關係上的需求和期望，提

供其對所收到信息的正面和負面反饋意見。為增強力度，機構、國家或企業投資者

的意見應由投資方足夠高的層級反饋至上市公司，以清晰地表明股東與公司就股東

溝通事宜持同樣的重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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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就上市公司如何及時有效地履行與股東溝通的責任

提供了重要的見解。正如我們在今年較早時候公布《負責

任的擁有權原則》時明確表示，公司與股東之間的交流至

關重要，亦是公司治理的強化劑。

與此相關，證監會在2016年3月發佈了《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鼓勵投資者自願

採納，旨在促進投資者與其利益相關方之間實現更高的透明度和瞭解，令投資者與

其所投資的公司進行對話，制訂並向投資者的利益相關方彙報其有關履行擁有權責

任的政策；監察並參與其所投資公司的事務；制訂清晰政策，訂明何時會將其參與

活動的程度升級；制訂清晰的投票政策；願意在適當時候與其他投資者聯合行動；

向其利益相關方彙報其履行擁有權責任的情況；以及在代客投資時，制訂管理利益

衝突的政策。但為了使負責任的擁有權發揮作用，投資者必須採用對話式交流，而

作為對話另一方的上市公司必須能夠回應對話請求。“五項必要措施”將能夠促進

實現負責任的擁有權。 

歐達禮 太平紳士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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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溝通和投資者關係面臨的挑戰

19世紀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為個人，數量相對較少，他們對信息的需求大同小

異。董事能夠很容易與股東進行溝通；事實上，他們有時彼此相識。

如今，股東不再單一類同，公司的擁有權結構及投資者的期望值可能不盡相同，股東的

商業經驗認知及成熟程度存在差異，因此，其對信息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顯然，這些投資者對信息的需求很可能大相徑庭。然而，公司法律法規和證券交易所規

則很少反映出這種差異。公司法通常會區分公眾持股公司和私人持股企業，前者可向公

眾發售股份，而後者則不被允許。法律也傾向於按規模區分不同的公司，對規模較小企

業的要求較為寬松。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通常也有按規模劃界的類似規定。部分交易所

還分設主板和可供創業企業、風險較高或規模較小的股票上市的二級板（例如香港交易

所為較小公司而設的創業板）。

現今公司的投資者可能包括：

• 主動型機構投資者，例如共同基金、養老金和金融機構，對公司事務有濃厚興趣，並主動參與公司的治理

• 被動型機構投資者，例如需要按其成分股投資於既定範圍證券的指數基金，利用電腦算法作出投資決策，

對公司治理問題的興趣很小

• 主導投資者，可能是公司的創始人或者其家族信託，對公司事務很感興趣，而且有可能會主動參與。在某

些司法管轄區，持有少數股權的股東可通過同股不同權的機制來掌控擁有權

• 與市場進行博弈並淡倉賣空的對衝基金感興趣的是公司短期利益，而非較長期的公司治理

• 尋求短期戰略機會的私募股權投資者

• 國有出資者，可能只拿出國有企業少數股份公開交易，而且有可能受到國家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影響

• 主權基金，利用國家資本進行投資，可能須兼顧國家利益和經濟效益

• 散戶股東，通常是持股量相對小的個人，可能包括公司的主管和其他僱員

 SEE
附錄一對股東溝通

和參與的演變作出

更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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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給予部分股東更多關於公司的發展、潛力或前景的信息渠道，尤其如果是透過單

獨會面的渠道，會給此類股東帶來相對於其他投資者不公平的優勢。如何在不披露股價

敏感信息或暴露商業機密的情況下，傳播更多關於業務計劃或未來預期和風險的信息是

股東交流的難點所在。

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需要發行人的董事會“與股東持續保持對話”。“對話”一詞表明這

是一個雙向的過程，這是金融界日益感興趣的一個領域，我們將股東參與視為投資者關

係的一個組成部分。

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的概念自一個半世紀以前誕生至今，顯然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中最顯 的變化是，如今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東多樣且分散，擁有人和管理層之間的

原始聯繫已經弱化。當股東不再與公司進行溝通，管理層就不再覺得對其負有問責義

務，股東對公司之長遠戰略心中存疑，短期利潤壓力和高級管理層的自身利益可能得以

佔據上風。公司需要考慮其與股東以及市場交流的有效程度。

鑒於潛在股東的多樣性，公司面臨著如何成功地與所有股東溝通的難題。有效的溝通會

令投資者滿意、吸引潛在的投資者，同時提升企業價值；如果投資者關係處理不當，市

場會知悉、公司聲譽會受損，企業價值會下降。

有效的溝通會
令 投 資 者 滿
意、吸引潛在
的投資者

有效的股東溝通實踐是良好企業管治的關鍵。本報告為香

港上市公司目前的股東溝通實踐提供了重要的見解，並為

如何改善實踐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戴林瀚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集團監管事務總監兼上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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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項必要措施”

我們將在下文討論問卷的具體結果，為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提供“五項必要措施”作為

實用及有效的指引，以加強上市公司的股東溝通和投資者關係。縱貫本報告，我們力求

服務於更具宏觀意義的監管機構和投資者目標。

必要措施一：制定投資者關係策略並將其納入公司戰略

公司戰略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是財務策略，其確定公司未來發展的資金來源。財務策略

就公司留盈或股東分紅制定政策，旨在實現業務戰略週期內的債務性資金與股本類資金

之間的平衡，優化資本來源。

資本結構因公司而異，有些公司強調股權而非債務，其他公司則更多依賴計息債務工

具，例如貸款、債券或按揭。確定債股比率是公司財務策略中的重要一環。 

財務策略需要有一個覆蓋管理股東關係的相關策略，以吸納並保留公司想要的股東類

別，同時可以令公司認為不合適的股東類別卻步而止。投資者關係管理策略衍生出股東

溝通和股東參與的一系列政策。

公司認定投資者性質，識別重大投資者顯然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問受訪者：

必要措施一：
制定投資者關
係策略並將其
納入公司戰略

問題：你的公司是否實施識別實益股東的流程？

33+8+14+16+29+A
32.9%

有。定期鑒別

29.1%
有。臨時鑒別

15.5%
沒有。應臨時性鑒別

14.5%
沒有。應定期鑒別

8%
不需要

換言之，62%的受訪者

表示存在對投資者構成

的例行監察，約三分之

一（32.9%）施行定期監

察，另外29.1%施行臨時

監察，有可能在發生大

量股份換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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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擁有權結構性質令8%的受訪者認為例行監察沒有必要。三分之一（30%）認為

應施行監察（14.5%認為應定期監察，剩餘的15.5%認為應臨時監察），卻皆未付諸行

動。  

顯而易見，公司董事會需要關注投資者關係，以及實施相關的策略。討論投資者關係策

略及其相關政策時，董事會需要獲得經妥善準備且附有明確提案的簡報。投資者關係策

略及其相關政策一經確定，則需成文定案並定期檢討。

必要措施二：瞭解並定期查閱股東構成

股東資料識別不僅僅要清單式地列明股東、其持股量和聯繫方式，更需要按投資者類別

（長線機構投資者、短線投機者、零售投資者和其他）、持股時間長短、地理位置以及

任何其他相關的特徵進行歸類，以充分發揮股東資料的使用價值。股東的實際數量也可

能說明問題。近期研究表明（引述2016年6月《華爾街日報》），那些股東數量一直在

減少的美國上市公司，其擁有權正向少數股東集中。股東資料簡報對建立有效的投資者

關係至關重要。

問題：如果公司有定期識別股東資料，何人負責收集股東資

料數據？

必要措施二：
瞭解並定期查
閱股東構成

問卷回應表明，該項工作主要由公司秘書負責（52.5%），其後是投資者關係主管

（21.0%）。下圖顯示負責監察股東資料的人士：

21+3+5+9+52+4+4+2+A
21.1%

投資者關係主管

52.5%
公司秘書

3.6%
首席風控官

2.7%
總法律顧問

3.2%
其他

4.6%
首席執行官

8.7%
首席財務官

3.6%
外聘投資者關係

問卷回應表明，該項工

作主要由公司秘書負責

（52.5%），其後是投資

者關係主管（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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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關係職能的出現展示了有趣的進展，下文會有討論。

識別股東資料並記錄任何重大變動後，誰會使用這些信息？

問題：已收集的股東資料數據是否定期彙報，如有，向誰彙

報？

To the board  112

124家公司沒有報告收集得來的數據，此類數據收集顯然是無效的。董事會需要這些信

息以制訂有關股東溝通和投資者關係的政策。股東資料，尤其是股東情況變動，應按董

事會的投資者關係策略向負責投資者關係的高級管理層、相關的董事會委員會或整個董

事會成員匯告。

42+28+30+A
30% (124)

否

28.3% (117)
不確定

41.7% (172)
是33+41+26+A向誰彙報？

41.3% (140)
向高級管理層彙報

33% (112)
向董事會彙報

25.7% (87)
向相關的董事會

委員會彙報

中電致力於與所有股東保持有效持續的對話。本報告指出

了與不同投資者保持雙向溝通所面對的挑戰，我們亦欣然

看到本報告提出了對如何在香港市場“應對這些難題”的

務實且有效的建議。

司馬志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法律總顧問、
行政事務總裁兼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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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確定大宗股票的實益擁有權並不總是直截了當。在過往年代，公司給每個股東發

一份手寫的股票，寫明其姓名、日期和股份數目；如今，在無實物證書的證券市場中，

股票已由電子記錄代替。如果股東所持股份由經紀人托管，放在經紀人在中央結算系統

的賬戶中，那麼公司未必能夠瞭解該股東的詳情。這意味著這些股東會收不到公司報

告，也不能對公司的決議案進行投票，因為公司並不知道這些股東是誰。

《證券及期貨條例》賦予上市公司調查其股份的實益權益的權力（第571章第XV部第5分

部）。第329條清楚列明公司有權利鑒別由經紀人或其他持股人所持投票股份背後的當

事人權益。然而，該權利僅允許上市公司識別股票的法定所有人。若股東為投資基金，

法律沒有賦予上市公司識別基金背後投資者的權力。

公司有識別股東身份的權利的同時，也有在必要時知會監管機構的義務(第330條)。上

市公司的股東有權要求上市公司調查具該公司投票權的股東身份(第331條)。根據香港

證監會的相關規定，在香港上市公司持股的中介機構需要向證券交易所和相關上市公司

披露其持股權益 

2。
2 2016年，施羅德香港因數年來未作相

關披露而被罰款180萬港元。

這份全面的問卷研究和分析會讓香港的股東溝通更上一層

樓。經過深思熟慮后推出的五項必要措施將有助於加強公

司與其股東之間的建設性對話。

普魯 • 貝尼特

貝萊德資產管理公司

投資人盡責部門亞太區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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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被問到是否使用了這些調查權力，回答如下：

4+96+A
不適用

53+47+A
否，沒有使用

43+57+A
是

43.4%
(179)

53%
(219)

3.6%
(15)

有人呼籲開啟公司、中介機構和股東之間的信息渠道。這意味著持有股東詳情的中介機

構應向公司提供該資料，以便讓投資者收到公司報告並有機會投票。

但這必然會牽涉到中介機構的行政成本問題。下述三方誰應承擔該項成本:

• 公司：但隨後該行政成本會落到該公司的所有股東身上，包括公司已知其身

份詳情的股東，以及身份詳情未知但不希望收到報告或進行投票的股東。這

些投資者可能會從分析師、媒體或互聯網獲得其需要的信息。

• 中介機構：但這必然意味著成本會轉嫁給投資者，而這些投資者可能對參與

公司的治理並不感興趣。如果披露股東詳情成為一項監管規定，交易成本會

上升。

• 股東：同樣地，股東可能並不需要公司的報告，而且並無意願參與公司的治

理。當然，若股東更願意強調透明度，支付行政成本或許可以接受。選擇權

在股東手上。

在考察受訪公司是否真正知道誰是其股東之後，下一系列問題將轉而專注於公司的股東

溝通政策以及公司對其股東作何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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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家受訪公司表示相

同的溝通策略適用於其

所有股東，但根據股東

類型實施區別對待的公

司是前者的兩倍（304

家）。

必要措施三：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溝通政策

股東溝通政策可反映公司在以下方面的實踐： 

• 與股東和潛在股東的溝通

• 與非股權類投資者的溝通

• 與機構投資者、經紀、經手公司股份的其他金融機構、分析師、財經媒體，以及可

能會影響市場從而影響股票價值的其他各方的關係

• 與上市所在地的證券交易所和公司監管機構的溝通

• 向公眾（包括僱員、供應商以及客戶）提供信息

• 保護資料不被潛在的金融大鰐和競爭對手獲悉

• 保護機密和秘密資料

顧及股東構成的股東溝通方為有效。“不同股東的需求和期望很少一致。僅有好的溝通

並不足夠：溝通只是提供一幅地圖，並不保證能夠到達目的地 

3。”

問題：貴公司董事會的股東溝通策略會因股東類別而異嗎？

部分備選答案如下。	

必要措施三：
制定並定期檢討
股東溝通政策

33.6% (154)  
對所有股東類別完全一樣

21.2% (97) 
對積極參與的機構

投資者不同

2.6% (12)  
對不積極參與的

重要投資者* 不同

12.5% (57)  
對積極參與的

重要投資者* 不同

3 公司秘書國際聯合會《實現

更佳公司治理之二十個步

驟》（Twenty Practical Steps to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日內瓦 2010年版。

34+12+3+12+12+6+21+A11.6% (53) 
對財經媒體和

潛在投資者不同

12.2% (56) 
對散戶股東不同

6.3% (29) 
對不積極參與的

機構投資者不同

* 重要投資者包括家族信託基金，

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者 。

*Significant investors include family trusts, 
hedge funds and private equity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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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公司整體上傾向於向股東提供下述信息：

204

公司行動

226

盈利

198

管理層策略

115

合併

15

其他

226+204+198+115+15=

反觀過去幾年的趨勢，公司被問到是否發現所報告的信息類別發生任何明顯變化。65家

受訪公司沒有回應。大部分（293家）表示“沒有”：僅有55家發現明顯變動。

有

13+87+A13.3%
(55)

沒有

71+29+A80%
(293)

沒有回答

16+84+A15.7%
(65)

有關公司秘書在促進股東溝通或促進投資者關係團隊方面扮演的角色，獲得的回答如

下：

58+241=僅於股東有要求時58

114+185=通過定期溝通114 35+264=沒有投資者關係35

95+204=通過臨時性溝通 95 23+276=僅於出現問題時23

65+234=無回應65 23+276=不參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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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高管薪酬

在全球範圍內，董事和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水平已成為關注的焦點，多為負面或批評性的

意見。

問題：與股東交流高管薪酬事宜的重要程度有多高？	

受訪者隨後被問到是否有不同的策略讓散戶投資者知情。38%表示有，62%表示沒有。

換言之，197家公司表

示與股東交流高管薪酬

事宜非常重要或尚屬重

要：而另外131家不以

為然。 25+75+A25%
(82)

不太重要

14+86+A14.3%
(47)

非常重要

10+90+A9.8%
(32)

不重要

46+54+A45.7%
(150)

尚屬重要

5+95+A5.2%
(17)

沒有交流

本公司作為業務遍佈全球的綜合企業，非常重視與股東之

溝通。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報告就此全球議題提供了務實

及發人深省的見解。正如報告所指，股東溝通對於上市公

司而言既是一門科學，更是一種藝術，也是公司管治不應

也不能忽略的層面。

施熙德律師 FCIS FCS(PE)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集團法律總監兼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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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股東報告並主動接洽股東

《香港公司條例》和《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設定了向公眾報告公司資料的最低要

求。31.5%的受訪公司表示其並未超越該等最低必要要求。但剩餘的68.9%確認其“及時

提供了超出最低必要要求的資料”。

相關法例還要求上市公司舉行各種法定會議，令投資者知情以及提供一個答疑平台。受

訪公司被問到除法定會議外是否為股東提供其它溝通平台：30.5%表示“有”，53.7%表

示“沒有”，而15.7%則沒有回答。

公司與股東接洽的主動程度：

與散戶股東（通常是自行操盤的個人）溝通異常困難，而且如果超出為整體投資者提供

的交流範圍，可能成本不菲。

問題：你認為應通過何種渠道接觸散戶股東？

 

46+54+A46%
(151)

僅在需要時

10+90+A9.5%
(31)

有些被動

28+72+A27.7%
(91)

尚屬主動

5+95+A4%
(13)

被動

12+88+A12.2%
(40)

主動

1+99+A0.6%
(2)

其他

101
經紀商

17
其他方式

245+116+101+17+126=
245

公司網站

116
中央結算

126
直接發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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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用這些溝通渠道會產生成本。在與散戶股東接觸從而實現更有效溝通的過程中產生

的費用應由誰支付？大部分受訪者（181家）表示這是一項合理的公司開支。但其他則

認為政府、中介機構或者甚至股東自身應支付該成本，詳情如下：

問題：你認為貴公司董事會在其業務策略上向何種類型的股

東尋求反饋意見？

問卷提供一些備選答案。受訪者的回答存在明顯差異：

總括而言，356家公司

表示股東通過某種形式

參與其戰略，其中271

家與機構投資者或重要

投資者交流。37家公司

從潛在股東和財經媒體

上尋求對其公司戰略的

反饋。但59家公司表示

其並不試圖從任何股東

身上取得反饋。

5+95+A
不積極參與的

機構投資

6+94+A6.4%
(32)

散戶股東

25+75+A25.3%
(127)

積極參與的

重要投資者* 

29+71+A28.7%
(144)

積極參與的

機構投資者

11+89+A
全部類別

7+93+A7.4%
(37)

財經媒體和

潛在投資者

5+95+A5.2%
(26)

不積極參與的

重要投資者* 

12+88+A

4.6%
(23)

全部不

10.6%
(53)

11.8%
(59)

21+79+A20.6%
(92)

中介機構

43+57+A42.7%
(191)

公司

9+91+A9.2%
(41)

政府

18+82+A17.9%
(80)

股東

10+90+A9.6%
(43)

不確定

* 重要投資者包括家族信託基金，

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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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重點關注股東溝通的系列問題中，受訪者被問到：

問題：整體而言，您是否認為所進行的股東溝通足夠充分？

 

16%
充分

17.2%
尚屬充分，

無需改善

21.4%
有些不足，

 需要改善

34.1%
尚屬充分但需要改善

2.6%
不足，無需改善

5.8%
有些不足，

但無需改善

2.9%
不足，需要改善

換言之，33.2%的受訪

者認為他們與股東之間

的溝通充分。58.4%的

受訪者承認他們與股東

之間的溝通不足或“有

些不足”且有需要加以

改進。但8.4%的受訪者

認為他們與股東之間的

溝通不足但無需改善。

我們的業務有為客戶提供關於股東溝通的建議。香港特

許秘書公會此報告十分及時，並且配合了目前的監管方

向，敦促管理者和投資者將股東溝通放在其議事日程

上。正如報告中所提到，溝通必須是雙向的，而報告中

列出的“五項必要措施”是實踐上市公司及其投資者有

效溝通的良方。
沈施加美 FCIS FCS(PE)
卓佳集團／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中國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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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四：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參與政策

在過往年代，股東年會為董事會提供與股東會晤、展示上一年度業績、回答問題和徵

求意見的機會。但是股東數目、多樣化程度及地域分布的擴大令股東年會不足以成為

讓股東真正參與的平台。此外，越來越具有對抗性的股東、向股東提供行使代理表決

權建議的投資者讓咨詢公司的出現以及監管機構鼓勵股東向董事會進行更多問責的壓

力，意味著股東年會不再真正適合用於股東參與公司事宜。此外，股東在股東年會上

的表態對公司沒有約束力：他們只能起到建議作用或者最多也只是勸諫作用。委任或

續聘董事仍然為股東的唯一真正權力：他們僅可以對董事會的決策作出評論，如戰略

方向、投資政策或高管薪酬。

問題：您認為有需要更有效地與股東溝通嗎？

必要措施四：
制定並定期檢討
股東參與政策

儘管有92家受訪公司認

為需要讓所有的股東參

與，但是大部分（269

家）認為需要讓機構及

長期投資者參與。

26.6% (129)
機構投資者

4.7% (23)
短期投資者

3.9% (19)
全部都不需要29+27+4+18+5+8+9+A

28.9% (140)
長期投資者

8.7% (42)
被動股東

8.2% (40)
散戶股東

19% (92)
全部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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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哪類股東應擔當盡責管理的角色並主動參與公司事

宜？	

公司是否應該鼓勵這些投資者瞭解有關參與及表決的企業政策呢？

問題：您是否歡迎貴公司股東披露其參與及表決政策？	

39.7%
是

25.4%
沒有回答

20.8%
不確定

14.1%
否

回 答 “ 是 ” 的 比 例

（ 39 .7%）並不比答

“否”加“不確定”的

比例（合共34.9%）高很

多，佔比相當（25.4%）

的受訪者沒有回答此問

題。

同樣，儘管有58位受訪

者認為所有的股東應該

發揮管理作用，但是大

多數（291）希望機構

及長期投資者發揮管理

作用。那麼問題便是應

該如何實現。

29+71+A29.3%
(136)

機構投資者

5+95+A5%
(23)

被動股東

6+94+A6.3%
(29)

散戶股東

33+67+A33.5%
(155)

長期投資者

6+94+A5.6%
(26)

不確定

13+87+A12.5%
(58)

全部

2+98+A2.2%
(10)

短期投資者

6+94+A5.6%
(26)

全部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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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您有否考慮需要就公司投票事宜與代理投票顧問及／

或治理顧問商討？

30+28+16+26+A
29.8%

是

16%
不確定

27.6%
沒有回答

26.6%
否

但是股東可以多種方式參與公司事宜。除了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嚴謹地表決之外，股東還可以： 

• 與公司展開對話

• 就股東大會提交決議案

• 通過媒體就公司事宜開展活動

• 就公司事宜遊說企業監管機構

2015年由公司秘書國際聯合會 (CSIA)進行的一項創新研究4 表明公司可採取一些實用措施

與投資者進行溝通：

• 確定並保存公司最大投資者、最大投資者公司治理聯繫人及投票政策的最新記錄

• 瞭解投資者對公司治理的關注

• 起草及保存公司的公司治理實踐綱要

• 定期接觸機構投資者的公司治理及代理表決的指定聯繫人

• 定期告知散戶投資者公司治理實踐並徵求散戶投資者意見

• 制定股東參與政策並在公司網站上發佈

在此方面，受訪者對此

熱情更加有限。42.6%

表示“否”或“不確

定”，27.6%選擇不回

答，只有 29 .8%回答

“是”。

4 公司秘書國際聯合會

 《股東參與—公司秘

書實用指南》，日內

瓦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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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您是否感到股東、機構投資者更多地要求提供信息以

及更頻繁地表達他們的意見？

27.6%
是

20.6%
否

24.2%
不確定

27.6%
沒有回答

但當問及以下問題時，答案更為清晰：

問題：您是否預期股東的積極行動主義將會增加？

 

39+28+17+16+A
39%
是

27.6%
沒有回答

17.2%
不確定

16.2%
否

只有27.6%的受訪者同

意，而有44.8%的受訪

者回答“否”或“不確

定”，27.6%的受訪者

沒有回答。

39%的受訪者認為股東

的積極行動主義將會增

加。33.4%的受訪者認

為不會增加或不確定，

而27.6%的受訪者不作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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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一個宏觀性問題。

A fundamental question followed.
問題：您是否認為溝通的好處大於成本？

“沒有回答”及“取決於主題”佔較高比例顯示受訪者較難回答這個問題。“是”的回復

稍多於“否”的回復（114比99）。需要更多的資源的回復也表明股東溝通的專業化程度

仍然不夠成熟。

股東參與是重要的課題，因為這是影響上市公司取得長期

成功的關鍵因素。盡管香港證監會的《負責任的擁有權原

則》屬於自願性質，但是在許多積極參與香港市場的投資

者所在國的相關規定中，股東參與是強制性的。因此香港

上市公司應該了解他們的投資者和其期望，並為股東參與

作出積極努力。
黃龍和

Computershare 亞洲

行政總裁

22+78+A21.8%
(90)

是

25+75+A24.9%
(103)

取決於主題

1+99+A1.5%
(6)

取決於其他事項

28+72+A27.6%
(114)

沒有回答

100+A0.2%
(1)

否，不關心

10+90+A9.7%
(40)

否

14+86+A14.3%
(59)

不是，需要

更多的資源



25上市公司股東溝通 —— 打破獨白式交流的“五項必要措施”

據投資者責任研究中心（IRRC）在美國進行的近期調查（2011年版並於2014年修訂）顯

示，投資者與美國上市公司之間的互動程度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IRRC的調查對

“互動”的定義指“公司與投資者就特定主題進行直接溝通”。調查反映兩者都從互動中

獲得較高的滿意度。

此外，近期在美國和英國股東交流的課題包括：

• 高管薪酬過高

• 高管激勵機制過於強調短期表現

• 不再強調季度盈利

• 提供較長期公司戰略資料的呼籲

• 首席執行官與董事會主席的角色分離（在部分美國公司中仍實行身兼二職的做法）

• 董事會架構及董事會成員。

公司表示有更多的資源投放於股東參與事宜，負責與股東互動的執行團隊通常包括公司秘

書處的代表在內。也有例子表明董事也會親身參與此類事務，有時包括董事長、高級外部

（非執行）董事或董事會審計或薪酬委員會的主席在內。

IRRC報告的結論是有證據顯示整體的參與程度將會繼續呈上升趨勢，原因是投資者尋求更

好地瞭解他們打算長期持倉的公司，並降低風險，而上市公司致力於贏得股東對公司建議

的支持，防止激進主義並令股東樂意繼續持股。

一項最新的進展（2016年3月新聞報道）是大型的機構投資者（例如貝萊德、富達和施羅

德）共同加入一個投資者協會與公司進行交流，質詢不佳表現、批評過高薪酬，要求提供

較長期企業戰略的資料而非強調季度業績。“集體參與”這一概念潛在地加大了大股東向

公司問責的權力。附錄一對股東參與的發展有進一步的評論。 

 SEE
附錄一對股東溝通

和參與的演變作出

更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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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五：檢討對投資者關係的管理責任及領導問責

最後的問題提出兩個操作實踐的議題。

問題：“您目前是否有資源尋求與股東對話？”

問題：與股東進行溝通的職責通常歸誰？

必要措施五：
檢討對投資者關
係的管理責任及
領導問責

114位受訪者沒有回答，

但大多數受訪者（163

位）認為需要更多的資

源，而其他受訪者認為

儘管他們擁有資源，但

會“根據情況而定”。

22+78+A21.5%
(89)

是，需要更多

資源

5+95+A5%
(21)

否，不關心

13+87+A12.8%
(53)

根據情況而定

28+72+A27.6%
(114)

沒有回答

1+99+A1%
(4)

取決於其他事項

18+82+A17.9%
(74)

否，需要更多

資源

14+86+A14%
(58)

是，資源充足

23+77+A23.4%
(70)

首席執行官

2+98+A2%
(6)

首席風控官

2+98+A2%
(6)

外部投資者關係

23+77+A23.1%
(69)

公司秘書

14+86+A13.7%
(41)

首席財務官

1+99+A1%
(3)

其他

3+97+A2.7%
(8)

總法律顧問

32+68+A
投資者關係主管

32.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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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情況下，公司秘書發揮了基石作用。根據《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下的《企業管

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公司秘書應就治理事宜向董事會提供

意見，包括董事會維持與股東持續對話的職責。過去數年尚屬鮮見的投資者關係部門的

功能明顯得以加強。

創建投資者關係策略

為了取得成效，需要對投資者關係策略進行管治，並考慮以下事項：

• 確定誰負責投資者關係。這可能是專職投資者關係部門官員的職責或是另一名高級

主管（例如首席財務官、公司秘書或另一名高層管理人員）職責的一部分。

• 確定向誰彙報情況。取決於組織安排，彙報對象可能是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

董事會主席、董事會層級的投資者關係委員會或甚至整個董事會。

• 為投資者關係制定目標和業績考核標準。作為一家公司，我們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什

麼？如何衡量達標與否？能否設立關鍵績效指標5（KPI）？

• 創建股東溝通政策

• 創建股東參與政策

• 提供資源：投資者關係活動的預算。正如前一節所述，公司表示有更多的資源投放

於股東參與事宜 。 

非執行（外部）董事，包括董事長、高級外部（非執行）董事或董事會審核或薪酬委員

會的主席， 可根據實際情況參與投資者關係事宜 。

5 關鍵績效指標為反映公司

業務發展、績效或狀況的

衡量指標或指數。

過去數年尚屬鮮
見的投資者關係
部門的功能明顯
得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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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考結語

上市公司、監管機構及股東共同參與，打破獨白，進行對話

本報告顯示這樣一個問題：相當大比例的上市公司將股東溝通視為合規事項，而非為主

動的責任承擔。這種做法上與對負責任的擁有權等事宜的監管推動及對其重要性的認知

共識背道而馳。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如果您不瞭解您的受眾或者不知道他們的需求，您

如何傳達您的信息？打破獨白進行對話需要上市公司、監管機構及股東的共同參與。

上市公司：採用“五項必要措施”

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應以“五項必要措施”為前進方向：

監管機構：強調質量

鑒於相當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在承擔股東溝通責任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監管機構可能應

該更少強調（或暫停規管）報告的數量和範圍，而是更加註重質量，要求上市公司解釋

說明其對股東溝通的責任承擔及其有效履行。可以要求上市公司彙報其在執行本文建議

的“五項必要措施”方面的表現和進展。

股東：積極參與

事實上，有效的溝通是對話，而且股東關係就像任何關係一樣，只有通過雙方共同努力

才能夠實現。因此，股東需要向上市公司表達其在投資者關係上的需求和期望，提供其

對所收到信息的正面和負面反饋。為增強力度，機構、國家或企業投資者的意見應由投

資方足夠高的層級反饋至上市公司，以清晰地表明股東與公司對股東溝通事宜持同樣的

重視態度。這些方法符合證監會發佈供自願採納遵守的《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

畢竟，上市公司進行企業溝通的目的是向股東提供他們擁有的公司的業績及前景方面的

資料及解讀。這是著眼於股東的利益，而股東已為此承擔全部成本。股東不提供反饋意

見會造成對企業的時間、資源及金錢的低效甚至可能是無效的配置。

打破獨白式交流的
“五項必要措施” 

1  制定投資者關係策略並將其納入公司戰略

2  瞭解並定期查閱股東構成

3  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溝通政策

4  制定並定期檢討股東參與政策

5  檢討對投資者關係的管理責任及領導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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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結語

股東溝通及股東關係的主題引發了對一系列問題的探討，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股東如何在

極其複雜、瞬息萬變及規模巨大的企業世界中，在知情的條件下行使他們的擁有權，以

及在何種程度上股東可掌控其擁有權或者是將擁有權交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代行。這

又促使我們思考舊有的公司模式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有效性及相關性，這一值得在未來

研究中討論的問題。

Hermes EOS 很高興地了解到上市公司認可機構及長期股東

能夠發揮積極引領的作用。我們支持必需董事會層面關注

的觀點，並且樂見非執行董事的積极參與。這合乎我們與

所投資的公司及其董事交流接觸之理念和方法，同時誠如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所言，還有更多工作要做。

周尚頤教授

Hermes 投資管理

Hermes EOS 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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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研究背景

問卷提出45個問題。受訪者是香港、深圳或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公司秘書／董事

會秘書及其他能夠為公司事宜進行解釋的人士。

受訪公司的上市地

共有413家受訪公司參與問卷調查。一如預期，大多數公司在香港的主板上市。

30%的受訪公司未答此問題，也許可以假設這些公司中的許多在香港上市。另外6%為

在香港及其他交易所（例如倫敦或紐約）兩地上市的公司。5.6%為在香港創業板上市的

公司。深圳及上海上市公司回復的數量小，研究結果無法提供關於深圳或上海上市公司

的股東溝通做法方面的深度見解。

受訪公司的擁有權

受訪公司被問到他們的公司是否有大股東（定義為擁有10%或以上的投票權）。僅有超

過一半的受訪公司（54.7%，226家公司）表示他們沒有大股東。而其他公司當中，有

84家公司（20.3%）存在高持股量的家族擁有權，反映了香港很常見的擁有權模式。15

家公司（3.6%）表示有高持股量的機構投資，而4家公司（1%）有高持股量的政府擁有

權。下表說明瞭這些擁有權的模式。

212+124+24+23+18+3+3+2+2+1+1=
上海A股3

0.7%
上海B股1

0.2% 
沒有回答

124
30%

三地上市
（香港）

3
0.7%

深圳B股1
0.2% 

兩地上市
（香港）

24
5.8%

深圳A股2
0.5%

香港創業板
23

5.6%

其他交易所18
4.5%

深圳中小企業板2
0.5%

香港主板
212

51.3%

機構投資者15
3.6%

國有企業84
20.3%

政府	4
1%

226+84+84+15+4=
家族84

20.3%

沒有回答226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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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4+24+23+18+3+3+2+2+1+1=

受訪公司的規模

以下兩個圖表以股市市值及僱員數目反映受訪公司的規模。36.8%的受訪公司沒有回答

這些問題。

36+8+3+5+4+6+9+6+7+7+9+A
50-99人

2.7%250-499人
3.9%

500-999人
6.3%

1000-2499人
9.2%

2500-4999人
6.1%

5000-9999人
6.8%

10000-29999人
6.5%

超過 30000人
9%

低於50人
7.5%

沒有回答

36.8%

37+10+6+5+10+5+5+7+15+A
沒有回答

36.8%

4.6%
250億-500億

14.5%
低於10億

5.8%
50億-100億

10.2%
100億-250億

6.3% 
500億-1,000億

9.5%
超過10億

5.3%
25億-50億

7%
10億-25億

股市市值

（港元）
 僱員數目

公司規模 市值 受訪公司數目 佔回復%

小型 低於25億港元 89 21.5%

中型 25億港元至500億港元 107 25.9%

大型 超過500億港元 65 15.8%

受訪者的職位

受訪者通過描述他們彙報的對象指出他們在公司中的職位：

換言之，233位受訪者

直接向主席、首席執行

官或首席財務官彙報，

而另外79位受訪者向公

司秘書彙報。余下49位

受訪者向不同的人士彙

報，部分受訪者表示多

於一位彙報對象。

79+67+87+79+5+11+8+25=
合規主任

5
1.4%

其他
25

6.9% 首席財務官
67

18.6%

首席營運官
11
3%

主席
87

24.1%

公司秘書79
21.9%

總法律顧問8
2.2%

首席執行官
79

21.9%

100-249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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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訪者匯報的人數也說明了他們的職位：

被問到他們是否為高級管理層成員時，受訪者回答：

這份針對香港上市公司與股東溝通的調查報告見解獨到，

內容詳實。公司有切實的需要去找出誰是他們的股東，並

與之展開對話以了解股東關注的事項。這是香港上市公司

構建投資者關係的重要步驟。

Vivek Aranha
Orient Capital Pty Ltd 亞洲香港

行政總裁

沒有回答

37+63+A36.8%

20-30 人

2+98+A1.7%

0

10+90+A10.3%

30-50 人

1+99+A1.2%

1-10 人

41+59+A41.7%

50-100 人

1+99+A0.5%

超過 100 人

10-20 人

6+94+A5.8%

2+98+A2%

38+62+A37.9%

否

54+46+A54%

是

8+92+A8.1%

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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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香港股票市場的重要性

 
 

認識香港股票市場的重要性可能有益於理解調查結果所處的具體環境。

涵蓋了全球 86 家金融中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根據各金融中心對股票市場重要

性進行了排名，香港排名前四，其中倫敦排名第一（800分）、其次是紐約（792

分），而新加坡（755 分）及香港（753 分）的重要性幾乎相等。

截至 2016 年 4 月，香港交易所有 1,663 家在其主板上市的公司，231 家在其創業板

上市的公司。主板總市值約為 23 萬億港元（3萬億美元），而創業板總市值為 2,600 

億港元（330 億美元）。

主板上有 208 家（創業板上有 23 家）中國內地成立的公司在香港上市。他們在香港

買賣的股份通常被稱為H股。這些公司中的許多也在上海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這些內地上市股份被稱為A股。

另外有145家香港主板上市，有6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在海外註冊成立，但他們的

業務主體位於中國內地。這些股份通常被稱為“紅籌”股。紅籌股票目前未獲允許

在上海或深圳A股市場上買賣。

與之相比，截至 2016 年 4 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有 1,083 家上市公司，其市值稍高於

人民幣 25 萬億元（38,650 億美元），而深圳有 1,750 家上市公司，市值約為人民幣

20 萬億元（30,900 億美元）。

鑒於香港市場在全球金融界的重要性，本次問卷研究及其結論對公司治理理念的意

義及影響可能遠遠超出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地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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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股東溝通的歷史

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源於19世紀中葉的一個巧妙的構想——註冊成立一家作為獨立實體

的企業，賦予其多項法人權利，但限制其所有人承擔企業債務的風險。在英國，第一部

有限責任法案於1855年頒布，而這種構想在內戰結束的1865年之後在美國部分州的法律

中有所反映。

那些早期公司的股東為通常與公司關係相對密切的個人。股東開會委任董事，董事定期

在簡短且附有由股東代表進行審核的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的董事報告中，向股東彙報他

們對企業的管理狀況。公司法規定了須披露資料的最低程度。

有證據顯示，最初的公司概念異常成功。但是160年以後，公開上市的公司通常為規模

大型且架構複雜的集團，管理著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及聯營公司。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6

顯示英國前50大上市公司擁有4,613家子公司，在一個案例中發現，子公司擁有的下屬

子公司甚至向下延伸到了十一個層級。如今，並購、企業發展及全球業務活動令情況變

得更加複雜。

美國的公司報告7

美國的公司在州一級註冊成立，各州擁有各自的公司法。此外，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

證監會）會從整個聯邦層面監管上市公司，美國證監會在1934年股市崩盤並進入大蕭條

之後，在1934年成立。

美國證監會的任務是保障投資者，維護公平、有序及有效率的市場並促進資本形成。為

了達到保障投資者的目標，美國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當時公開可獲得的財務及其他

資料。

多年來，美國證監會已為美國上市公司制定一套廣泛的公司治理制度。2001年有大量的

上市公司倒閉，例如安然、世通公司、泰科、廢料處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世

界五大審計師行之一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黯然結業。美國政府隨後出台了《2002年薩

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這部法案俗稱為 SOX，可能是世界迄今為止最具影響力的公司法規，因其強調美式理念，

即對公司治理實行法律化強制監管，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樣實行守則規範下的自行遵守。

SOX要求內部審計認證、增加財務披露且就不合規事宜對董事進行刑事及民事處

罰。SOX適用於所有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無論是否地處美國境內或境外。SOX第404條規

定管理層編制一份有關公司內部監控的報告作為年度報告的一部分，確認“管理層就財

務報告建立及維持充足的內部監控結構及程序的職責”。報告也須“包含就財務報告形

成過程中的內部監控結構及程序等一系列事項的有效性評估”。獨立外部核數師也須證

明管理層的內部監控評估。

6 Tricker, R. I.（1984年）的

 《公司治理》，倫敦，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7 本節內容改編自 Tr i cke r, 
Bob（ 2015年第 3版）的

 《公司治理原則、政策與

實踐》，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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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X 也設立了：

• 董事會及其審核委員會的新標準

• 外部審計師的新獨立標準

• 公眾持股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監督公共會計師事務所並頒布由證監會

督導的會計准則。

SOX法規在2003年及2004年獲納入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公司治理規則。SOX無疑將重點放

在美國的公司治理上，降低了財務詐騙的風險並提高了財務報告的準確性。

遺憾的是，SOX未能防止於2008年開始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在那場金融危機中有多家

美國公司（如雷曼兄弟）倒閉，美國政府對美國國際集團、房利美、房地美以及其他公

司施以救助。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國進一步進行了聯邦層級的立法，頒布了《2010年

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部分人士稱為SOX 2）以改善美國金融監管

及美國金融服務行業的治理。用時任證監會主席瑪麗•夏皮羅（Mary Schapiro）的話來

說：“這部法律創建了全新及更有效率的監管結構、填補了大量的監管漏洞、提高了更

大的公眾透明度及市場對金融體制的問責性，加大對投資者保護的力度及投資者對公司

治理的參與度。”

英國的公司報告

英國的會計標準指導委員會早在1975年就編制了一份《企業報告》，建議所有大型的經

濟實體應向可能受到該實體決策影響的所有利益相關團體編制定期的問責報告。這個大

膽構想的政治影響迅速使得該報告被束之高閣。

與美國一樣，公司法及交易所法規規定了英國上市公司的公司報告的最低要求；但是，

與美國不同的是，英國採以原則為基礎的守則，而非以法律條例為基準進行公司治理。

世界多個地區（當然包括香港）也和英國一樣，以守則為基準，自願實踐良好的公司治

理原則，若已遵守，則以公告，如未遵守，便需解釋。

作為對英國公司治理漸長的憂慮的回應，已故的卡德伯利爵士（Sir Adrian Cadbury）

在1992年為英國編寫了首部公司治理守則。《卡德伯利報告》提出多個如今已司空見慣

的概念：獨立非執行（外部）董事的重要性、設立董事會層級的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

會及薪酬委員會，並區分董事會主席與首席執政官的職責。

然而，《卡德伯利報告》並未涵蓋與本研究報告相關的公司治理的一些概念。例如，其

並無涉及股東交流或向股東進行綜合式或陳述式報告。實際上，卡德伯利爵士一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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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公司的許多方面並未在守則中反映，並強調他的報告應定名為“財務層面的公司治

理”。卡德伯利守則快速地被多個其他國家效仿，香港的守則也深受《卡德伯利報告》

的影響。

在2006年之前，英國的公司法要求董事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這實際上意味著股東價值

最大化。但是《2006年公司法》特別闡明瞭一項法定責任，確認董事會決策對更廣泛公

眾的影響。英國公司法首次將企業社會責任（CSR）納入公司董事的正式義務：

公司的董事必須按照其真心實意認為的最有可能促進公司成功，令整體股東受益的方式

行事，同時，需要考慮：

a. 任何決策的長遠可能後果

b. 公司僱員的利益

c. 促進公司與供應商、客戶及其他人士的業務關係的需要

d. 公司營運對社區及環境的影響

e. 公司維護高標準商業操守及聲譽的意願，及

f. 公平對待公司股東的原則。

現今的英國公司法規定公司在決策時應顧及僱員、供應商、客戶及其他業務夥伴、社區

及環境。

英國公司法規定大型公司需要公佈附帶財務報表、戰略報告及董事會報告的年度報告，

為股東提供資訊以評議董事管理及資源配置決策。

鑒於陳述式報告的最新進展，英國財務報告委員會（FRC）在2014年公佈戰略報告的指

引，陳述最佳實踐操作，規定向受眾“講述公司的故事”（引用FRC原話）的原則方

法，並提出戰略報告的基本要素為戰略管理、企業環境及企業業績。

FRC提出戰略報告應包括有關以下的資料：

• 公司的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戰略

• 公司的業務模式：如何創造及保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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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公司的主要趨勢及因素

• 利用關鍵績效指標，對企業發展及過往表現進行分析

• 公司面臨的主要風險及其對企業前景的影響。

FRC也提出戰略報告應包括有關以下的資料：

• 環境問題，展示公司業務對環境的影響

• 公司僱員

• 社會、社區及人權問題。

這些資料應該包括針對這些事項的相關政策及這些政策成效的說明。

FRC意識到某些用戶需要更加詳細的資料，因此提出“戰略報告應被視為股東可獲得的

最上表層的資料，在合適的情形下，能夠令股東進一步挖掘出更詳細的補充信息。” 

南非的企業報告

南非根據其董事學會的倡議，編制了三部有相當創新的公司治理守則，並正著手編制

第四部。編制報告的委員會由最高法院法官默文•金（Mervyn King）擔任主席，這些守則

因此被稱為《金氏報告》。《金氏報告第一版》（King l）在1994年出版並要求公司具備：

• 確認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及股東的綜合報告方法

• 董事會權責以制定有關董事會結構及非執行董事職責的政策

• 公司道德守則。

在2002年公佈的《金氏報告第二版》(King II)，要求提供企業持續發展報告，此報告論

述公司有關可持續性戰略及政策的方法。報告也強調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儘管守則實行

以原則為基礎的方法，但《金氏報告第二版》的一些內容隨後被納入《南非公司法》

成為法定要求。

《金氏報告第三版》(King III)要求以綜合式方式確認及彙報企業戰略、可持續性及公司

治理之間的關係。《金氏報告第三版》(King III)同時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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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董事及董事會表現的評價

• 信息科技的治理層面

• 企業救助的政策

《金氏報告第四版第1部分的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King lV Part 1) 在2016年8月出版，

以後會有更多內容。

《金氏報告第三版》(King             III，2008年版）提出了“綜合式報告”的說法，要求公司報告他

們的非財務表現。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目前要求上市公司公佈綜合式報告。

歐盟的企業報告  
《若干大型企業及集團非財務及多元化的信息披露》是一項適用於所有成員國家8的歐

盟指令（2014/95/歐盟），於2014年12月生效，對歐盟國家中所有具有超過500名員工

的“公眾利益實體”適用。公眾利益實體9的定義是在歐盟證券市場上市的公司、部分

未上市公司（例如信貸機構及保險公司）以及屬於“因為業務性質、企業規模及企業僱

員人數而具有重要公共關聯性”的實體。”

披露指令要求提供非財務資料以增加公司透明度，包括：

• 企業業務模式的簡要描述

• 企業政策的描述，包括涉及的盡職調查流程

• 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

• 與企業營運（包括業務關係、產品或服務）相關聯的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的主要風

險，以及企業如何管理這些風險

• 有關特定業務的非財務關鍵績效指標

披露指令第1條也要求提供有關環境、社會及僱員事項、尊重人權及反貪污及賄賂事宜

的資料。歐盟委員會受命編制一套相關指引並進行公眾咨詢10。英國財務報告委員會向

歐盟確認英國以原則而非規則為基準進行“清晰且簡潔報告”的承諾。

香港的企業報告

《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的公司報告規定的詳情載於附錄4。

8 歐盟的成員國為奧地利、比利時、

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塞浦路斯

共和國、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

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

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拉脫維

亞、立陶宛、盧森堡、馬耳他、荷

蘭、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

典及英國（但英國在2016年6月進

行公投脫離歐盟）。

9 歐盟指令2013/34/歐盟條例2 。

10 報告非財務資料方法的不具約束力

指引的公眾諮詢，布魯塞爾，2016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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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倡議經濟、社會和環境報告

聯合國於1983年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以其主席名字命名為布倫特蘭委員

會）。該委員會旨在解決日益受關注的“人類環境和自然資源加速惡化，以及該等惡化

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造成的後果”的問題。該委員會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

代的需求，同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尋求發展的能力’。

一些提倡可持續性的企業秉持三重底線原則，力求在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領域均取得

穩健的績效。而部分企業在此基礎上添加了“著眼於長遠”，他們認識到短期內取得令

人滿意的業績可能會為企業繼承者和子孫後代留下的後遺症。其他企業則以‘利潤、人

和星球’來衡量並報告企業績效的方法。

2006年，聯合國秘書長召集一組來自12個國家的國際機構投資者、監管機構及標準制訂

者編制了《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11，提倡企業於作出戰略決策時考慮環境、社會和

治理（ESG）問題和風險，並且按“如未遵守則需解釋”的原則報告其參與情況。

《負責任投資原則》的使命聲明如此表述：“我們認為長期的價值創造需要一個有經濟

效率、可持續的全球金融體系。此體系將為長期負責任的投資帶來回報，造福環境乃至

整個社會。負責任投資原則將通過一系列努力來實現這一可持續的全球金融體系，如鼓

勵各方採用該原則並協力付諸實施；促進良好治理、正直廉潔和問責機制；解決市場實

踐、體制和監管中阻礙可持續金融體系建設的因素。”

聯合國通過設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12和《聯合國全球契約》持續支持《負

責任投資原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是聯合國和全球金融行業之間的全球

合作夥伴關係。將近200間金融組織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合作，以認識環境和社會因素

對金融表現帶來的影響。規劃署已制訂一系列涵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此類聲明

已獲參與機構的接納。《聯合國全球契約》13是針對各企業提供的一項戰略性倡議，這

些企業承諾將遵循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腐敗方面普遍公認的十項原則納入其公司戰略

和運營。

《聯合國全球契約》發起《全球報告倡議》，這是一個涉及全球範圍多方利益相關者的

網絡，旨在創建並形成一個由企業、公民社會、勞工、投資者、會計師和其他人士互相

協作形成的可持續性報告框架。全球報告倡議基於這樣一個信念，即所有組織應採用類

似於財務報告的頻度和方式，例行報告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全球報告倡議指南》

為企業和其供應鏈在環境問題（例如能源使用、生物多樣性和排放）方面的報告提供

標準化格式。《全球報告倡議報告指南》第四版於2013年刊發，強調公司報告關鍵事項

（而非其所衡量的各個方面）的重要性；報告須符合併成為公司戰略的一部分；及須確

保所提供的數據值得信賴。各公司須將有關報告視為提升其績效和價值的途徑，而非造

成額外企業開支的負擔。

11 該原則詳情請訪問網站http://unpri.
org/about/

12 www.unepfi.org和www.unepfi.org/
statements/about/ 

13 www.unglobalcompact.org, www.
globalrepor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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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倡議》已獲得全球各地組織的採用：多個國家數以百計的公司目前正採用

《全球報告倡議框架》編制可持續性報告。此外，其他很多公司（尤其是業務遍布全

球的公司）已形成其自己的環境和可持續性報告方法。

由於企業可持續性越來越重要，編制常規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性報告時所涉及的大

量數據的管理系統正在開發中。

綜合式報告

到了20世紀80年代，關於過往年度財務表現的傳統董事報告（以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

作為支撐），顯然已經不再能夠提供充分的資料以便市場評估一間公司以及令投資者

理性地作出買入、出售或保留公司股票的決策。財務報告在於反映過往表現，在於反

映董事於上一年度對股東資金所做的管理工作。而投資者需要資料來對未來作出評

估。

再者，儘管傳統的財務報告現已採用腳注進行說明，並運用數年來不斷發展的國際會

計准則加以強化，但其中並無提及企業的競爭者、企業資深員工的價值或企業在知識

產權、品牌或信息系統方面的投資。該類報告並不提供企業所面臨的經濟、政治或環

境風險的信息。製造業企業不會提及可能缺少能源或原材料的情況，服務業公司不會

提及熟練知識型工人的短缺或面臨系統故障的威脅。

當然，很多公司確實在財務賬目之外補充公佈了額外的報告；以及監管機構要求提交

進一步的報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的公司內部控制報告、英國財務報告委員會

要求的戰略性報告、《南非金氏報告第二版》要求的可持續性報告。

要求企業報告其非財務狀況的情況增多，尤其是關於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活動的可持

續性以及對企業運作所處的社會帶來的影響的報告。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方面的

報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馬來西亞、上海、深圳等證券交

易所均要求提供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報告。丹麥目前亦要求大型企業在其年度報告

中報告其在非財務方面的表現。根據英國操守公司（UK Ethical Corporation）14，企業社

會責任和可持續性報告對大型創新型企業而言變得更具戰略性意義，這些企業和其他

竭力合規的企業之間落差明顯。

2009年，國際公司治理網絡（ICGN）15 已就非財務事項的報告刊發指引：

“國際公司治理網絡認為，報告相關和重要的非財務資料是為確保股東和投資者

作出知情投資決策而必須披露的資料中的關鍵部分。我們所採用的術語‘非財

務’指的是與經濟價值評估有關但不能簡單地納入傳統會計框架的資料。在迅速

14 www.ethicalcorp.com

15 www.ic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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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全球化環境中，對投資者作出決策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日益多元化和動態

化。在現今複雜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格局下，企業管理取得長期成功越來越取決於

財務報表中沒有反映的要素，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取決於企業以為其無需所關注

的事務。”

國際公司治理網絡建議綜合式報告需考慮的一些問題：

• 報告的受眾群體——幾乎確定包括股東和股市，很有可能包括員工、客戶和其他合

約利益相關方，可能包括媒體在內的其他利益團體和公眾

• 刊發此報告的目的，報告想要描述的情況

• 應包括的材料——幾乎確定包括企業戰略成果、產能和問題、主要政策、規劃和前

景；幾乎確定包括治理報告——董事會和董事委員會成員和活動、股東事項；至少

在強制規定水平包括薪酬報告，很有可能包括人力資源資料包括用工標準、流失

率、工作環境和福利、多元化和青年招聘政策、健康和安全記錄、培訓提升；很有

可能包括產品、銷售和市場信息、客戶關係；可能包括環境資料，例如碳排放量和

其他的排放、能源使用、資源稀缺、廢物管理方面的改進、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影

響、可持續性問題、以及包括社區參與和慈善項目在內的企業社會貢獻；或許包括

供應鏈事項、政府或監管問題、道德和反腐敗政策、媒體和其他社會問題 

• 所提供的資料是否符合法律、監管機構以及其他諸如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等強制性

規則規定 的有關報告的最低要求 

• 報告可否免受各方對於信息披露要求只獲純屬合規式或“框內打勾”式回應的批評

• 詳細程度和編寫風格是否適合目標讀者

• 所提供的資料是否連貫，是否有趣，是以完整對話形式流暢呈現還是由脫節零散的

評論拼湊而成，是否過於冗長

• 最終的綜合式報告是否確實為目標讀者帶來有價值的信息；他們是否會閱讀

• 報告刊發的方式以及刊發地點——幾乎確定作為印刷版報告刊發，大有可能在公司

網站上刊發，很有可能通過社交媒體刊發，或許以其他形式刊發。報告是否應對外

廣而告之，並可令有興趣人士隨時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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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公司的財務狀況反映在其刊發的賬目數字上。多年以來，隨著世界各地的公

司條例、監管要求和會計准則的規定越來越多，此等資料已變得更為詳細和複雜。但財

務賬目反映的是賬目期間的公司表現和資產負債表日的財務狀況。除極少數的情況外，

此等財務報告很少提及公司未來面臨的財務狀況、其所面臨的風險和敞口、其產品和服

務的優劣勢、其勞動力、供應鏈、技術、信息和控制體系、公司治理或與競爭有關的資

料。公司已嘗試各種零碎的方法提供額外的資料，例如在常規賬目添加越來越多的腳

注，以及編制不同主題的附加報告。

綜合式報告試圖通過編制——份陳述性的報告以應對上述問題，這種報告載有整體連貫

的公司信息。綜合報告通常以公司概覽和宗旨作為開端，隨後根據情節的發展進行細節

描述。它必須順暢，在必要時對更為詳細的信息作出一系列指示說明。綜合式公司報告

反映公司文化，屬於董事會層面的職責。綜合式報告處理不當的危險後果是將報告變成

塑造良好企業公民形象、關注可持續性和環境保護的企業公關運作。

股東參與

股東參與的先驅是激進團體和宗教組織，他們利用自身的股東表決權對公司施壓，以改

變他們不贊成的政策，如有關武器或煙酒的買賣。提倡企業社會責任的運動引進了利益

相關方參與的理念。當時的觀點是，負責任的行動指企業應與受其行動影響的各利益相

關方進行溝通，令商業行為符合社會期望。

安然和廢料處理公司等美國企業在本世紀初破產，數年後金融機構獲施救助，又發生了

雷曼兄弟倒閉。在此之前，大部分機構投資者自身並沒有直接參與到他們所投資的公司

的治理中，之後很多投資者認為需要更密切地參與進去。

股東和為公司提供資金的其他人士顯然屬於該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有些撰稿人認為，企

業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度越高，就越彰顯其對社會負責，其可持續性和提升股東價值的機

會就越卓越。然而，對該主題的研究16已對該觀點提出質疑。更多的股東報告未必會促

成更穩固的關係。影響公司和投資者之間互動的因素很多。

公司報告、股東溝通和投資者關係往往是支離破碎的。本次問卷研究的目的在於尋求新

的方法。

溝通媒介

以往公司採用印刷文件與股東溝通。然而，近幾年的交流機會增速明顯。公司可通過互

聯網，如公司網站、專門的投資者關係網站、證券交易所網站、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

（如臉書和推特）的方式與股東溝通，而不再僅僅依賴印刷文字。

16 Greenwood, Michelle，《利

益相關者參與：超越企業

責任的迷思》(Stakeholder 
Engagement: beyond the myth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 商 業 倫 理 學 日 報 》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年），74:315-317,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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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17允許公司在若干安全措施的保護下通過電子通訊方式與股東交流。

為確保成效，投資者關係網站必須是多方位的，並且有足夠深度。多方位指提供可獲取

公司希望令網站用戶獲得的所有資料的渠道。深度可讓臨時用戶獲得淺顯概述，而讓最

資深的分析師深入研究公司願意披露的詳情。最終，該等網站可能最終取代印刷文字，

正如電子記錄已取代股票的紙質憑證。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於2009年3月和6月就可供投資關係主管自主選擇的方式刊發指引，如

新聞發佈和公司網站（包括專門的投資者關係頁面）、公司簡報、集體座談以及單獨對

談。該指引建議，上述方式可被用來提供支持已公開披露資料的背景，以及清晰說明：

• 長期戰略

• 公司的歷史、願景和目標

• 管理理念以及管理的強度和深度

• 競爭優勢和風險

• 行業趨勢和問題

• 公司利潤的主要推動因素

但上述自主溝通存在一個不可避免的難點：如何才能向接收者提供有意義的資料，同時

不會讓接收者從所披露的可能影響公司股價的資料中獲得不當好處。“股價敏感信息”

應向整個投資公眾提供。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指引較詳盡地回答了這一問題，說明瞭如何與分析師舉行會談，如

何回答分析師關於未來盈利的問題，以及如何應對分析師的報告草本，糾正其對公司和

其前景所作的預測。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指引第二部分提供一系列與潛在價格敏感情況

有關的簡短案例分析、問題的處理方式，以及香港交易所和市場的反應。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指引建議公司應制定、落實和刊發正式的信息披露政策。有關政策

應“符合實體的公司治理政策，並由公司合規主管及（在適當情形下）專業顧問把關通

過。”有關披露政策制定後將構成公司股東溝通政策的一部分，並與投資者關係策略保

持一致。17 規則2.07A (2A)，自2009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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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司條例/上市規則的規定

董事會對股東溝通的責任

於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業進行信息披露的正式規定源自《香港公司條例》和《香港交易

所上市規則》。

《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

最新的《香港公司條例》於2014年3月生效，要求所刊發的會計年度董事報告包含載有

以下內容的業務檢討：

• 對公司業務的公允評價

• 對公司所面對的主要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描述

• 本會計年度末之後發生的對公司有重大影響事項的詳情

• 預示公司業務有可能發生的未來演變。

此外，為幫助理解公司業務的發展、表現和定位，業務檢討必須同時包括：

• 利用財務關鍵績效指標18作出的分析

• 對以下問題的討論：

 º 公司的環保政策和表現

 º 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合規狀況

 º 報告公司與其員工、客戶和供應商以及對公司有重大影響或對公司的成功有

決定作用的其他方的主要關係。

然而，確定法定披露資料的內容和詳盡程度乃難點所在。若提供的資料太少，可能不符

合市場要求；若提供的資料太多，可能會令公司的競爭地位或正在進行的談判（如收

購）受影響。然而，法律認識到此問題的存在。《公司條例》19並不要求披露有關談判

過程的進展或事項的任何資料，前提是董事認為有關披露會嚴重損害公司的利益。

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

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制定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正式規定。其中的三處包含了相關規定:

18 關鍵績效指標指‘可用作參考以有效

衡量公司業務的發展、表現或定位的

因素’。

19 A5121條例，2012年第28號附表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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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導言

附錄14 ——《企業管治守則》和《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

附錄16 ——財務資料的披露

除根據公司法規定提供中期和年度財務資料外，上市公司應公佈所需的資料以及避免其

證券造成虛假市場。

上市規則的精神在於各公司所作的披露應可讓投資者對公司和市場均保持信心。

向經驗豐富程度不同並有不同信息需求的股東（或股東群體）做出回應是另一大難題。

為確保證券交易市場公平、有序和有效率，上市公司20  應在同一時間向整個市場披露相

同的資料和詳情。上市規則花費很大篇幅強調公司披露合規；而各公司又是如何克服信

息披露的困難是此次問卷調查的重點。

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守則特別提及與股東溝通的問題。例如，於：

原則E.1 ——

“董事會應負責與股東持續保持對話，尤其是藉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他全體會議與股

東溝通及鼓勵他們的參與。”

守則條文E.1.4 ——

“董事會應制定股東通訊政策，並定期檢討以確保其成效。”

強調“與股東持續保持對話”表明公司與其股東持續互相交流屬於雙向過程。在此次問

卷調查中，我們將審視此類雙向式交流如何開展。

企業管治守則闡述與股東的進行例行會議的具體要求。例如，於：

守則條文E.1.2 ——

“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邀請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及任何其他委員會（視何者適用而定）的主席出席。若有關委員會主席未克出席，

董事會主席應邀請另一名委員（或如該名委員未能出席，則其適當委任的代表）出20  上市規則第13.09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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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該人士須在股東周年大會上回答提問。董事會轄下的獨立委員會（如有）的主

席亦應在任何批准以下交易的股東大會上回應問題，即關連交易或任何其他須經獨

立批准的交易。發行人的管理層應確保外聘核數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回答有關審

計工作，編制核數師報告及其內容，會計政策以及核數師的獨立性等問題。”

企業管治守則同時概述公司秘書的職責。例如，於：

原則 F ——

“公司秘書在支援董事會上擔當重要角色，確保董事會成員之間資訊交流良好，以

及遵循董事會政策及程序。公司秘書負責透過主席及/或行政總裁向董事會提供管

治事宜方面意見，並安排董事的入職培訓及專業發展。”

守則條文 F.1.4 ——

“所有董事應可獲取公司秘書的意見和享用他的服務，以確保董事會程序及所有適

用法律、規則及規例均獲得遵守。”

上市規則要求上市公司在其中期和年度報告中說明其有否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若未遵守，則須解釋。上市規則鼓勵但並無強制要求公司說明其有否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的建議最佳常規。

由此可見，股東溝通被視為良好企業管治的基礎。企業管治守則反映了舊有股份公司21

典型的法律模式，該模式視各公司為同類公司，視其股東被為單一類型股東。但正如問

卷研究所示，現實已經發生了變化。

21 有限責任公司的歷史發展（仍為公司

法的基礎）於本報告附錄一中有更多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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