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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為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訂定的新上市制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2018年4月24日刊發其「新興及創新產業公
司上市制度」咨詢總結（「咨詢總結」），並在主板上市規則（「主板規則」）增加三
個新章節，以： 

(1) 容許未能通過主板規則下的任何財務資格測試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

(2) 容許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創新產業及高增長公司上市；及 

(3) 為於合資格交易所1 作主要上市的大中華及國際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合資格發行
 人」）設立優待第二上市渠道。

新主板規則已於2018年4月30日起生效，尋求在新制度下上市的公司可於同日起提交正
式申請。

本 載列尋求在新制度下上市的公司須遵守的上市條件和額外要求／投資者保障措施
的主要特點。聯交所亦已刊發列明相關上市資格及是否適合上市的指引信。

全球綜合商務、企業及投資者服務

以下卓佳公司在中國及香港提供核心服務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東亞卓佳咨詢(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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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條件 額外要求／投資者保障措施

生物科技公司 • 上市時市值至少達15億港元

• 由大致相同的管理層經營現有業務至

少2個會計年度

• 主要專注於生物科技產品、其處理流

程及技術的研究及開發（「研發」）

、應用及商業化發展

• 至少一個核心產品的研發工作已通過

概念開發階段，並已通過主管當局2認

可的相關臨床試驗或相對應流程，以

及在上市前研發至少達12個月

• 營運資金足夠應付集團未來至少12個

月的開支（主要包括一般、行政及營

運及研發開支）的至少 125% 

• 須在建議上市日期前至少6個月獲得

資深投資者3提供相當數額的第三方投

資（如聯交所指引信內所列明）

• 在上市時，由公眾人士持有的已發行

股份的總市值至少為3.75億港元，在

釐定有關公眾持股量的最低要求時，

當中不包括分配給基石投資者的任何

股份及公司的現有股東於公司上市時

所認購的任何股份

• 公司在主要業務作出根本性轉變前，

必須得到聯交所事先批准

• 如公司未能履行其維持充足營運或資

產的持續責任，及在最長12個月的補

救期內未能重新符合有關要求，聯交

所可採取較短的除牌程序將公司的股

份除牌

• 在股份名稱結尾須有股份標記「B」以

作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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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不同

投票權架構的

公司

• 上市時市值至少達400億港

元 上市時市值至少為100

億港元及最近一個經審核會

計年度的收益至少為10億港

元

• 須為聯交所指引信內定義的

創新產業公司及能證明其有

高增長業務的紀錄

• 每名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必須

為個人，並積極參與業務營

運的行政事務，為業務持續

增長作出貢獻及在公司上市

時為其董事

• 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必須合計

實益擁有公司於申請上市時

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相關經濟

利益至少10%

• 須得到資深投資者提供相當

數額的第三方投資，該等投

資者於上市時的總投資額至

少有50%要保留至首次公開

招股後滿6個月（獲豁免除

外）  

• 不同投票權股份必須為非上市股份

• 同股同權股東必須持有可於股東大會上就議案投
票不少於10%的合資格投票權

• 上市後不同投票權的股份的投票權不得超過普通
股的投票權10倍

• 公司在上市後不可提高不同投票權對普通股的比
例

• 如不同投票權受益人身故、不再是董事、被聯交
所認為無行為能力履行董事職責或不再符合董事
的規定，或將不同投票權股份的經濟利益或管控
轉讓，其不同投票權股份所附帶的權利將會終止

• 不同投票權股份轉換為普通股，必須預先獲得聯
交所批准此等普通股上市，並須按一換一比率進
行

• 若公司首次上市時的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已無一人
實益擁有不同投票權股份，公司的不同投票權架
構即必須終止

• 公司的重大事宜如修訂章程文件及更改任何股份
類別所附帶的權利等，須以「一股一票」的基準
投票表決 

• 加強企業管治 
- 必須委任常設的合規顧問
- 必須成立企業管治委員會（全部成員須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並至少每半年度及每年度匯報
其工作，及以若未能披露必須解釋的基準披露
其就利益衝突、不同投票權架構的有關風險及
委任或罷免合規顧問事宜向董事會作出的建議 

-  必須成立提名委員會（主席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公司及董事必須在上市申請中向聯交所確認，
董事（包括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公司秘書均已接受有關
不同投票權架構相關規則和風險的培訓

• 加強披露要求
-  在企業文件加入相關警告聲明及／或對不同投票權

架構和相關風險的描述
-  在上市文件、中期報告及年報披露不同投票權受益

人及若不同投票權股份轉換為普通股會對股份產生
的攤薄影響

• 在股份名稱結尾須有股份標記「Ｗ」以作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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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發行人

第二上市

• 大中華發行人及／或非大中華發行人

（不論是否擁有不同股權架構），及

為聯交所認定的創新產業公司

• 保持至少2個完整會計年度的期間於

合資格交易所上市的良好合規紀錄

• 就非大中華發行人而言，在第二上市

時市值最少100億港元

• 就其他發行人而言，在第二上市時市

值最少400億港元 在第二上市時市

值最少100億港元及最近一個會計年

度的收益至少為10億港元

• 必須根據聯交所要求，受主要股東保

障水平4所規限（在需要時須修改章程

文件）

• 豁免持續合規要求（例如須予公布的

交易）

• 下列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合資格發

行人可獲豁免有關不同投票權架構的

規則及要求（披露要求除外）
-  2017年12月15日後上市的大中華發

行人

- 非大中華發行人

• 倘大中華發行人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

上市股份成交量總金額有55%或以上

都是在香港進行，聯交所即視發行人

猶如雙重主要上市，而有關持續合規

要求的豁免將不適用 

• 在股份名稱結尾須有股份標記「Ｓ」

以作標識

本 並非詳盡無遺，並只載列咨詢總結有關新上市制度的部分主要特點及規定。請參照聯交所登載於其網站內的「擁抱新經
濟，香港上市制度迎來新時代」的新聞稿、咨詢總結及相關《主板上市規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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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tricorglobal.com

註:
1. 「合資格交易所」指紐約交易所、納斯達克或倫敦交易所主市場（並屬於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高級上市」分類）。
2. 「主管當局」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歐洲藥品管理局或聯交所因應個別情況而認可為主

管當局的其他國家或超國家機關。
3. 「資深投資者」指經考量投資者的淨資產或管理資產、相關投資經驗以及於相關範疇的知識及專業技能等方面因素後，聯交所

認為其具備豐富經驗的投資者。
4. 「主要股東保障水平」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聯交所聯合刊發的《有關海外公司上市的聯合政策聲明》內載列的股東

保障水平。



行政總裁 - 中國及香港
執行董事

沈施加美

電話:  (852) 2980 1688
natalia.seng@hk.tricorglobal.com

以下卓佳公司在中國及香港提供核心服務：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東亞卓佳咨詢(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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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集團(「卓佳」)提供專業綜合服務，包括商務、企業及投資者服務，網絡遍佈全球。卓佳提供專業的外
判服務，做我們客戶強力的商務後盾，以便客戶可以專注於公司的核心業務。

卓佳銳意成為商務後盾的必然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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