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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及相關《上市規則》的修訂
於2019年1月1日生效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7月27日刊發其《檢討《企業管

治守則》及相關《上市規則》條文》的咨詢總結（「咨詢總結」），以及有關《企業管治

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分別載列於《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及

《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和相關的《主板上市規則》及《GEM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的修訂（「規則及守則修訂」）。

規則及守則修訂將於2019年1月1日生效。

香港交易所亦刊發了《董事會及董事指引》（「《指引》」） ，以協助董事能更有效

地履行其職責。《指引》為發行人的董事會及董事提供實務建議，並列明相關《上市規則》

及企業管治之原則、條文及實務常規以作相互參照。在若干情況下，《指引》列出對董事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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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主要的規則及守則修訂概要及若干上市發行人或須採取之措施：

主要的規則及守則修訂概要
備註/

發行人或須採取之措施

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獨董”)的獨立性

《主板上市規則》 
3.13(3) /
《GEM上市規則》 
5.09(3)

將委任向發行人提供服務的專業顧問的
董事、合伙人、主事人或僱員為獨董的
禁止期由一年延長至兩年。

• 《主板上市規則》3.13 / 
《GEM上市規則》5.09
載列評估獨董的獨立性的
因素（經修訂）。

• 有關在2019年1月1日生效
的評估獨董獨立性的因素
的修訂是否及如何適用於
現任獨董，須向香港交易
所作進一步澄清。

• 現任獨董可能須要釐清其
任何直系家屬是否與發行
人有關連（如適用），以
確定其是否符合獨立性的
要求。

《主板上市規則》 
3.13(4) /
《GEM上市規則》 
5.09(4)

就委任在發行人的主要業務活動擁有重
大利益的獨董增設一年禁止期。

《主板上市規則》 
3.13附註2 /
《GEM上市規則》 
5.09附註2

在相關的《上市規則》中新增一項附
註，建議在評估獨董的獨立性時，將其
直系家屬納入考慮範圍。

“直系家屬”（如《主板上市規
則》14A.12(1)(a)/《GEM上市規
則》20.10(1)(a) 所載的定義）包括獨
董的配偶，以及獨董和其配偶的18歲
以下子女或繼子女（親生或領養）。

《守則》的
守則條文C.3.2

將委任發行人的核數公司的前任合伙人
為審核委員會成員的禁止期由一年延
長至兩年。

• 如審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有提及此項，有關職權範
圍將須作出修改。

• 如對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
作出更新，經修訂的職權
範圍須刊登在香港交易所
及公司的網站。

《守則》的
建議最佳常規A.3.3

鼓勵董事會在建議委任時，若有個別候
任獨董相互擔任對方公司董事職務或透
過參與其他公司或團體與其他董事有重
大聯繫的情況下仍認為其是獨立人士，
應說明原因。

• 發行人就建議最佳常規作
出的披露為自願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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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規則及守則修訂概要
備註/

發行人或須採取之措施

關於獨董可付出的時間及貢獻等

《守則》的
守則條文A.2.7

要求主席應至少每年在沒有其他董
事出席的情況下與獨董舉行會議。

• 發行人應安排只有主席及獨董
出席的會議。

《守則》的
守則條文A.5.5

除了董事會認為應選獨董的人士屬
獨立人士的原因之外，要求在載有
提呈選任該名人士為獨董的決議案
的致股東通函內披露以下額外資
料：

該等額外資料包括以下事項：

1. 物色該名人士的流程；

2. 該名人士可為董事會帶來的觀點
與角度、技術及經驗；

3. 該名人士如何促進董事會成員多
元化；及

4. 如候任獨董將出任第七家（或以
上）上市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認
為該名人士可投入足夠時間的
原因。

• 如某名獨董出任多家上市公
司的董事，發行人應安排有
關措施以確保該名獨董能夠
投入足夠時間予發行人的事
務，例如出席發行人的董事
會及轄下委員會的會議。

• 《指引》載列有關提名委員
會或董事會應特別注意的若
干因素，可影響獨董投入多
少時間予發行人以履行其責
任。

關於其他有關企業管治的政策及措施

《主板上市規則》 
13.92 /
《GEM上市規則》 
17.104

要求發行人的提名委員會（或董事
會）必須採納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
策並於發行人的企業管治報告內披
露政策或其概要。

• 發行人須採納董事會成員多
元化政策，或檢討並修改現
有的政策（如適用）。

• 《指引》載列有關發行人制
定董事會多元化政策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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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並非詳盡無遺，並只載列主要的規則與守則修訂。請參照香港交易所登載於其網站的《聯交所發布〈企業管治守則諮詢

總結文件〉以及〈董事會及董事指引〉》新聞稿、諮詢總結、相關規則及守則修訂及《指引》。

如需協助或查詢，請與卓佳行政人員聯絡或發電郵至info@hk.tricorglobal.com  www.tricorglobal.com

主要的規則及守則修訂概要
備註/

發行人或須採取之措施

關於其他有關企業管治的政策及措施（續）

《守則》的
守則條文E.1.5

要求發行人應訂有派付股息
的政策並於其年報內披露。

• 如發行人沒有訂定股息政策，應
考慮制定有關政策。

《守則》的
強制披露要求L.(d)(ii)

強制要求發行人的企業管治
報告內有關提名委員會（
如沒有提名委員會，則董事
會）的年內工作摘要，必須
披露提名董事的政策（包括
提名程序，甄選及推薦董事
候選人的準則，以及多元化
政策）。

• 強制披露要求下的資料必須在發
行人的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

• 發行人須採納提名政策，或檢討
及修改其現有提名程序及/或政策
（如適用）。

• 《指引》載列有關發行人制定其
提名政策的建議。

• 如提名程序及/或多元化政策載列
於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內，或須
對有關職權範圍作出檢討及/或
更新。

• 如對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作出修
訂，經更新的職權範圍須刊登在
香港交易所及公司的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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