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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的重新定位及
《創業板規則》與《主板規則》的修訂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於2017年12月15日刊發了其《檢討創業板及修

訂《創業板規則》及《主板規則》的咨詢總結》及對《創業板規則》及《主板規則》作出

的相關修訂（「規則修訂」）。

港交所引入規則修訂，旨在將創業板重新定位成中小型公司專屬的獨立板塊，而不是作為

轉往主板的「踏腳石」，並明確區分主板與創業板的定位。其名稱－「Growth Enterprise 

Market」及「創業板」（不論英文或中文）將統一改為「GEM」，以反映創業板為中小型

公司專屬市場的新角色。

規則修訂將於2018年2月15日（「規則修訂生效日期」）生效。若干合資格申請由創業板

轉至主板上市(「創業板轉板」)的創業板發行人將可獲自規則修訂生效日期起三年寬限期的

過渡安排處理有關申請。

本 載列規則修訂的主要部分和實施及過渡安排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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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修訂的主要部分

《創業板規則》的修訂

• 上市申請人上市時的預期最低市值由1億港元增至1.5億港元

• 上市申請人上市時的最低公眾持股價值由3,000萬港元增至4,500萬港元

• 上市申請人的最低現金流規定由2,000萬港元增至3,000萬港元

• 推出強制公開發售機制，規定所有創業板新上市發行人的公開發售部分須不少於其總發行
規模的10%，並設與《主板規則》第18項應用指引的規定劃一的回補機制

• 引入上市申請人配售證券予核心關連人士、關連客戶及現有股東以及其各自的緊密連繫人
須事先取得港交所同意的規定

• 將控股股東的上市後禁售期由一年延長至兩年

《主板規則》的修訂

• 上市申請人上市時的預期最低市值由2億港元調高至5億港元

• 上市申請人上市時的最低公眾持股市值由5,000萬港元上調至1.25億港元

• 取消創業板轉板的簡化轉板申請程序 （「簡化轉板申請程序」），該程序令符合主板上市
規定的創業板發行人毋須委任保薦人及刊發上市文件，便可轉往主板上市

• 強制要求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的發行人委任保薦人，即申請人須於遞交上市申請至少兩
個月前委任保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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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訊並非詳盡無遺，並只載列規則修訂的主要部分。

請參照登載於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 “上市”>“上市規則與指引”>“上市規則”>
“主板上市規則修訂”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修訂”內規則修訂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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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創業板上市

申請而言

申請註1 將會根據未修訂

的《創業板規則》處理

申請將會根據經修訂的《創業板規則》處理，其後

若提交創業板轉板申請，則根據經修訂的《主板規

則》處理

就主板上市申

請而言

申請註1 將會根據未修訂

的《主板規則》處理

申請將會根據經修訂的《主板規則》處理

就創業板轉板

申請而言 

申請註1 

• 將會根據簡化轉板申

請程序處理

• 主板上市資格將會按

照未修訂的《主板規

則》進行評估

申請將會根據經修訂的

《主板規則》處理

（由合資格發行人註2 提

交的申請除外，其提交

的申請將會根據載於經

修訂的《主板規則》附

錄28內的過渡安排處

理，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委任保薦人註3的要求及

對此等申請按照未修訂

的《主板規則》評估其

主板上市資格）

申請將會根據經修訂的

《主板規則》處理

實施及過渡安排

註:
1. 於規則修訂生效日期前提交、且於規則修訂生效日期當日尚未失效、被拒絕或退回的所有上市或

創業板轉板申請（該上市或轉板申請在規則修訂生效日期後只可更新一次）。

2. 「合資格發行人」包括: 
 – 2017 年6 月16 日當天在GEM 上市的所有發行人；及
 – 所有在2017 年6 月16 日或之前呈交有效GEM 上市申請，而其後根據該申請或其後一次的續

期申請成功在GEM 上市的GEM 申請人。

3. 合資格發行人進行創業板轉板，須委任保薦人作盡職審查如下：
 – 如合資格發行人在GEM 上市後曾轉換主營業務及/或控股股東，保薦人須對合資格發行人的上

市文件資料及活動進行盡職審查，猶如其是主板新申請人一樣。
 – 如合資格發行人在GEM 上市後未曾轉換主營業務及/或控股股東，保薦人須對合資格發行人的

上市文件（若合資格發行人是《上市規則》第8.05B(1)及(2)條、第十八章或第二十一章適用
的基建公司、礦業公司或投資公司）或轉板公告（若發行人為其他公司）所載資料及最近一
個完整的財政年度及其後截至該上市文件或轉板公告刊發日期期間的活動進行盡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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