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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部

公司與外間的通訊

第 1分部

導言

821. 釋義
 (1) 在本部中——

文件 (document)除在第 2分部外，並不包括為任何法律程序的
目的而發出的文件；

地址 (address)包括為了以電子方式送交或接收文件或資料而使
用的數目字，或為該目的而使用的以任何語文的字母、字樣、
數目字或符號組成的序列或組合；

適用條文 (applicable provision)——
 (a) 在第 3分部中，指本條例或《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

例》(第 32章 )中批准或規定向公司送交或提供有關文
件或資料的條文；或

 (b) 在第 4分部中，指本條例或《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
例》(第 32章 )中批准或規定公司向另一人送交或提供
有關文件或資料的條文；

辦公日 (business day)指不是以下任何日子的日子——
 (a) 公眾假期；或
 (b)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71(2)條所界定的黑色暴

雨警告日或烈風警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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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本部中——
 (a) 除在第 2分部外，提述送交文件——

 (i) 包括提供、交付、遞交或交出該文件及 (如屬通知 )
發出或給予該文件；但

 (ii) 不包括送達該文件；及
 (b) 提述提供資料，包括送交、交付、遞交或交出該資料。

 (3) 就本部而言，任何人如將載有有關文件或資料並已預付郵資
的信封投寄，即屬以郵遞方式送交該文件或以郵遞方式提供
該資料。

822. 為施行第 828(3)、831(4)及 833(6)條而指明的最短期間
 (1) 本條為施行第 828(3)、831(4)及 833(6)條，就公司與另一人

達成的協議指明撤銷通知的最短期間。
 (2) 上述最短期間是以下期間中的較長者——

 (a) 7日的期間；
 (b) 第 (3)或 (4)款列明的期間。

 (3) 如有關的另一人並非公司，為施行第 (2)(b)款而列明的期間
為——

 (a)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成員 )在該公司的章程細則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b)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 )在設立該債
權證的文書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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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凡該另一人並非上述成員亦非上述持有人 )在該人與
有關公司達成的協議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4) 如有關的另一人是公司，為施行第 (2)(b)款而列明的期間
為——

 (a)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成員 )在該公司的章程細則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b) (凡有關公司是該另一人的成員 )在該人的章程細則內
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c)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或凡有關公
司是該另一人的債權證持有人 )在設立該債權證的文書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或

 (d) (凡該另一人及有關公司皆並非上述成員亦非上述持有人 )
在該人與該公司達成的協議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823. 為施行第 828(7)(a)、831(7)(a)及 833(12)(b)條而指明的期間
 (1) 本條——

 (a) 為施行第 828(7)(a)條，就另一人向公司送交或提供的文
件或資料指明期間；及

 (b) 為施行第 831(7)(a)及 833(12)(b)條，就公司向另一人送
交或提供的文件或資料指明期間。

 (2) 上述期間是第 (3)、(4)或 (5)款所列明的期間。
 (3) 如有關的另一人並非公司，為施行第 (2)款而列明的期間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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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成員 )在該公司的章程細則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b)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 )在設立該債
權證的文書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或

 (c) (凡該另一人並非上述成員亦非上述持有人 )在該人與
有關公司達成的協議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4) 如有關的另一人是公司，為施行第 (2)款而列明的期間為——
 (a)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成員 )在該公司的章程細則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b) (凡有關公司是該另一人的成員 )在該人的章程細則內

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c)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或凡有關公

司是該另一人的債權證持有人 )在設立該債權證的文書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或

 (d) (凡該另一人及有關公司皆並非上述成員亦非上述持有人 )
在該人與該公司達成的協議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期間。

 (5) 如有關章程細則、文書或協議沒有指明期間，為施行第 (2)
款而列明的期間即為 48小時。

 (6) 在計算第 (5)款所述的小時數目時，不屬辦公日的日子的任
何部分無須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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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為施行第 828(7)(b)、829(5)(a)、831(7)(b)及 832(5)(a)條而指明的
時間

 (1) 本條——
 (a) 為施行第 828(7)(b)及 829(5)(a)條，就另一人向公司送

交或提供的文件或資料指明時間；及
 (b) 為施行第 831(7)(b)及 832(5)(a)條，就公司向另一人送

交或提供的文件或資料指明時間。
 (2) 上述時間是以下時間中的較遲者——

 (a) 送交或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的日子後的第二個辦公日；
 (b) 第 (3)或 (4)款列明的時間。

 (3) 如有關的另一人並非公司，為施行第 (2)(b)款而列明的時間
為——

 (a)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成員 )在該公司的章程細則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時間；

 (b)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 )在設立該債
權證的文書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時間；或

 (c) (凡該另一人並非上述成員亦非上述持有人 )在該人與
有關公司達成的協議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時間。

 (4) 如有關的另一人是公司，為施行第 (2)(b)款而列明的時間
為——

 (a)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成員 )在該公司的章程細則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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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凡有關公司是該另一人的成員 )在該人的章程細則內
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時間；

 (c) (凡該另一人是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或凡有關公
司是該另一人的債權證持有人 )在設立該債權證的文書
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時間；或

 (d) (凡該另一人及有關公司皆並非上述成員亦非上述持有人 )
在該人與該公司達成的協議內為此目的而指明的時間。

825. 為施行第 831(3)(b)(iii)及 832(2)(b)條而指明的地址
 (1) 本條為施行第 831(3)(b)(iii)及 832(2)(b)條，就公司向另一人

送交或提供的文件或資料指明地址。
 (2) 除第 (3)及 (4)款另有規定外，上述地址為——

 (a) 有關的另一人為此目的而一般地或明確地指明的地址；
或

 (b) 本條例的條文批准有關文件或資料可送交或提供所至的
地址，或本條例的條文規定有關文件或資料須送交或提
供所至的地址。

 (3) 如有關的另一人 (不論是否公司 )是有關公司的成員、債權
證持有人、董事或公司秘書，則有關地址為——

 (a) 第 (2)款指明的地址；或
 (b) 該公司的成員登記冊、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董事登記

冊或公司秘書登記冊內所示的該人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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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有關的另一人是公司 (但不是第 (3)款所涵蓋的人 )，則有
關地址為——

 (a) 第 (2)款指明的地址；或
 (b) 其註冊辦事處。

 (5) 如有關公司不能取得第 (2)、(3)或 (4)款指明的地址，則有
關地址為有關的另一人的最後為該公司所知的地址。

826. 本部對向處長送交文件等的效力
在應用於向處長送交或提供的文件或資料時，本部在第 2部的規
限下具有效力。

第 2分部

向公司送達文件

827. 送達文件
向公司送達的文件可藉以下方式送達：將該文件留在該公司的註
冊辦事處，或以郵遞方式，將該文件送交該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第 3分部

由並非公司的人向公司作出的其他通訊

828. 電子形式的通訊
 (1) 如並非公司的人以電子形式，向公司送交或提供任何文件或

資料，則本條適用。
 (2) 如有以下情況，有關文件或資料即屬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

關公司送交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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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該公司——
 (i) 已一般地或明確地同意可藉電子形式向它送交或提

供該文件或資料，且沒有撤銷該項同意；或
 (ii) 根據本條例的條文，須視為已給予上述同意；

 (b) 該文件或資料是——
 (i) 以電子方式送交或提供至——

 (A) 該公司為此目的而一般地或明確地指明的地址；
或

 (B) 根據本條例的條文，被視為已為此目的而如此
指明的地址；或

 (ii) 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至第 (4)款指明的
地址；及

 (c) 按有關的人的合理意見，該文件或資料在送交或提供時
的形式，以及送交或提供的方式，讓接收者能夠——

 (i) 以肉眼或在輔以適合的矯正視力鏡片的情況下，閱
讀該文件或資料或 (在該文件或資料是由影像組成
的範圍內 )觀看該文件或資料；及

 (ii) 保存該文件或資料的文本。
 (3) 就第 (2)(a)(i)款而言，除非有關公司已向有關的人發出不少

於第 822條指明的期間的撤銷通知，否則它沒有撤銷有關同
意。

 (4) 為施行第 (2)(b)(ii)款而指明的地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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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關公司為此目的而一般地或明確地指明的地址；
 (b) 有關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
 (c) 本條例的條文批准有關文件或資料可送交或提供所至的

地址，或本條例的條文規定有關文件或資料須送交或提
供所至的地址。

 (5) 就批准有關文件或資料可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或就規定
有關文件或資料須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如——

 (a) 有關的人的身分，按有關公司指明的方式確認；或
 (b) (凡該公司沒有指明確認方式 )有關通訊載有或隨附關

於有關的人的身分的陳述，而該公司沒有理由懷疑該陳
述的真確性，

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已獲充分認證。
 (6)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由某人代另一人送交或提供的，則有關

公司的章程細則中該公司可據以要求提供關於前者可代後者
行事的權限的合理證據的條文，不受第 (5)款影響。

 (7)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公司送交或提供的，
而——

 (a) 該文件或資料是以電子方式送交或提供的，則除非相反
證明成立，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在它送交或提供之後，
於第 823條指明的期間終結時，由該公司收到；

 (b) 該文件或資料是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的，則除非相反
證明成立，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在第 824條指明的時間，
由該公司收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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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該文件或資料是由專人送交或提供的，則該文件或資料
須視作在該文件或資料送抵之時，由該公司收到。

829. 印本形式的通訊
 (1) 如並非公司的人以印本形式，向公司送交或提供任何文件或

資料，則本條適用。
 (2)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至以下

地址，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關公司送
交或提供——

 (a) 該公司為此目的而一般地或明確地指明的地址；
 (b) 該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
 (c) 本條例的條文批准該文件或資料可送交或提供所至的地

址，或本條例的條文規定該文件或資料須送交或提供所
至的地址。

 (3) 就批准有關文件或資料可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或就規定
有關文件或資料須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如該文件或資料
是由有關的人簽署，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已獲充分認證。

 (4)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由某人代另一人送交或提供的，則有關
公司的章程細則中該公司可據以要求提供關於前者可代後者
行事的權限的合理證據的條文，不受第 (3)款影響。

 (5)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公司送交或提供的，
而——

 (a) 該文件或資料是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的，則除非相反
證明成立，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在第 824條指明的時間，
由該公司收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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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該文件或資料是由專人送交或提供的，則該文件或資料
須視作在該文件或資料送抵之時，由該公司收到。

830. 其他形式的通訊
 (1) 如並非公司的人以既非電子亦非印本的形式，向公司送交或

提供任何文件或資料，則本條適用。
 (2)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以有關公司同意的形式或方式送交或提

供，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該公司送交或
提供。

第 4分部

由公司向另一人作出的其他通訊

831. 電子形式的通訊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如公司以電子形式，向另一人送交

或提供任何文件或資料，則本條適用。
 (2) 如有關公司以在網站上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的方式，向有關

的另一人送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則本條不適用。
 (3) 如有以下情況，有關文件或資料即屬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

關的另一人送交或提供——
 (a) 以下情況——

 (i) 該另一人並非公司，而該人已一般地或明確地同意
可藉電子形式向該人送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且
沒有撤銷該項同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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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該另一人是公司，而該人已給予上述同意，且沒有
撤銷該項同意，或根據本條例的條文，須視為已給
予上述同意；

 (b) 該文件或資料是——
 (i) 以電子方式送交或提供至——

 (A) (凡該另一人並非公司 )該另一人為此目的而
一般地或明確地指明的地址；或

 (B) (凡該另一人是公司 )為此目的而一般地或明
確地指明的地址，或根據本條例的條文被視為
已為此目的而如此指明的地址；

 (ii) 由專人送交或提供予該另一人；或
 (iii) 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至第 825條指明的

地址；及
 (c) 按有關公司的合理意見，該文件或資料在送交或提供時

的形式，以及送交或提供的方式，讓接收者能夠——
 (i) 以肉眼或在輔以適合的矯正視力鏡片的情況下，閱

讀該文件或資料或 (在該文件或資料是由影像組成
的範圍內 )觀看該文件或資料；及

 (ii) 保存該文件或資料的文本。
 (4) 就第 (3)(a)款而言，除非有關的另一人已向有關公司發出不

少於第 822條指明的期間的撤銷通知，否則該人沒有撤銷有
關同意。

 (5) 就批准有關文件或資料可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或就規定
有關文件或資料須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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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關公司的身分，按有關的另一人指明的方式確認；或
 (b) (凡該另一人沒有指明確認方式 )有關通訊載有或隨附

關於有關公司的身分的陳述，而該另一人沒有理由懷疑
該陳述的真確性，

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已獲充分認證。
 (6)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由某人代公司送交或提供予另一公司的，

則該另一公司的章程細則中該另一公司可據以要求提供關於
該人可代首述的公司行事的權限的合理證據的條文，不受第
(5)款影響。

 (7)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關的另一人送交
或提供的，而——

 (a) 該文件或資料是以電子方式送交或提供的，則除非相反
證明成立，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在它送交或提供之後，
於第 823條指明的期間終結時，由該另一人收到；

 (b) 該文件或資料是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的，則除非相反
證明成立，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在第 824條指明的時間，
由該另一人收到；或

 (c) 該文件或資料是由專人送交或提供的，則該文件或資料
須視作在該文件或資料送抵之時，由該另一人收到。

832. 印本形式的通訊
 (1) 如公司以印本形式，向另一人送交或提供任何文件或資料，

則本條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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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以下述方式送交或提供，則該文件或資
料即屬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關的另一人送交或提供——

 (a) 由專人送交或提供予該另一人；或
 (b) 由專人或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至第 825條指明的地址。

 (3) 就批准有關文件或資料可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或就規定
有關文件或資料須予認證的適用條文而言，如該文件或資料
是由有關公司的董事或公司秘書簽署，或是由為此目的而授
權的有關公司的高級人員簽署，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已獲充
分認證。

 (4)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由某人代公司送交或提供予另一公司的，
則該另一公司的章程細則中該另一公司可據以要求提供關於
該人可代首述的公司行事的權限的合理證據的條文，不受第
(3)款影響。

 (5)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關的另一人送交
或提供的，而——

 (a) 該文件或資料是以郵遞方式送交或提供的，則除非相反
證明成立，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在第 824條指明的時間，
由該另一人收到；或

 (b) 該文件或資料是由專人送交或提供的，則該文件或資料
須視作在該文件或資料送抵之時，由該另一人收到。

833. 通過網站作出的通訊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如公司以在網站上提供文件或資料

的方式，向另一人送交或提供文件或資料，則本條適用。



第 18部—第 4分部 
第 833條

《公司條例》

A4908

2012年第 28號條例

 (2)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由公司的成員向公司送交或提供，則本
條不適用。

 (3) 如有以下情況，有關文件或資料即屬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
關的另一人送交或提供——

 (a) 該另一人——
 (i) 已一般地或明確地同意有關公司可藉在網站上提供

該文件或資料的方式，向該人送交或提供該文件或
資料，或根據第 (4)或 (5)款，須視為已給予上述同
意；且

 (ii) 沒有撤銷該項同意；
 (b) 按該公司的合理意見，該文件或資料在送交或提供時的

形式，以及送交或提供的方式，讓接收者能夠——
 (i) 以肉眼或在輔以適合的矯正視力鏡片的情況下，閱

讀該文件或資料或 (在該文件或資料是由影像組成
的範圍內 )觀看該文件或資料；及

 (ii) 保存該文件或資料的文本；
 (c) 除第 (10)款另有規定外，該公司已將第 (8)款指明的事

宜通知該另一人；及
 (d) 該公司已於整段以下期間內在網站上提供該文件或資

料——
 (i) 該適用條文指明的期間；或
 (ii) (凡該適用條文沒有指明任何期間 )自 (c)段所指的

通知向該另一人送交的日期起計的 28日的期間。



第 18部—第 4分部 
第 833條

《公司條例》

A4910

2012年第 28號條例

 (4) 就第 (3)(a)(i)款而言，如有以下情況，則除第 (11)款另有規
定外，本身是有關公司的成員的人，須視作已同意該公司可
藉在網站上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的方式，向該人送交或提供
該文件或資料——

 (a) 該公司的成員已議決，該公司可如此向其成員送交或提
供一般文件或資料，或該公司的章程細則內，載有具如
此效力的條文；

 (b) 除第 (10)款另有規定外，該公司已個別地要求該人同意，
該公司可如此向該人送交或提供一般文件或資料，或送
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且自送交該要求的日期起計的
28日內，該公司沒有收到對該要求的回應；及

 (c) 除第 (10)款另有規定外——
 (i) 該要求清楚述明沒有在該 28日內作出回應的效果；

及
 (ii) 該要求的送交日期，是在對上一次為 (b)段的目的

就相同或相近的類別的文件或資料而向該人作出要
求後的 12個月之後。

 (5) 就第 (3)(a)(i)款而言，如有以下情況，則除第 (11)款另有規
定外，本身是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的人，須視作已同意
該公司可藉在網站上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的方式，向該人送
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

 (a) 設立該債權證的文書內載有條文，表明該公司可如此向
相應債權證持有人送交或提供一般文件或資料，或相應
債權證持有人已按照該文書的條文議決，該公司可如此
向該等相應債權證持有人送交或提供一般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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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除第 (10)款另有規定外，該公司已個別地要求該人同意，
該公司可如此向該人送交或提供一般文件或資料，或送
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且自送交該要求的日期起計的
28日內，該公司沒有收到對該要求的回應；及

 (c) 除第 (10)款另有規定外——
 (i) 該要求清楚述明沒有在該 28日內作出回應的效果；

及
 (ii) 該要求的送交日期，是在對上一次為 (b)段的目的

就相同或相近的類別的文件或資料而向該人作出要
求後的 12個月之後。

 (6) 就第 (3)(a)(ii)款而言，除非有關的另一人已向有關公司發出
不少於第 822條指明的期間的撤銷通知，否則該人沒有撤銷
有關同意。

 (7) 就第 (3)(c)款而言，如有關適用條文指明須送交有關通知的
時限或限期，則須在該時限前或該限期內送交該通知。

 (8) 為施行第 (3)(c)款而指明的事宜為——
 (a) 有關文件或資料出現於網站上；
 (b) (如在通知日期，該文件或資料沒有在網站上提供 )該

文件或資料將會如此提供的日期；
 (c) 網站的網址；
 (d) 可於網站上何處取覽該文件或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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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如何取覽該文件或資料。
 (9) 為施行第 (3)(d)款，如有以下情況，即使沒有在整段該款所

述的期間內在網站上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亦無須理會——
 (a) 於該期間內的部分時間，該文件或資料在網站上提供；

及
 (b) 沒有在該期間內如此提供該文件或資料，是完全歸因於

某些情況，而按理是不能預期公司防止或避免這些情況
出現的。

 (10) 如有以下情況，第 (3)(c)、(4)(b)及 (c)及 (5)(b)及 (c)款不適
用——

 (a) 有關的另一人——
 (i) 不是公司，而——

 (A) 有關的人沒有為第 831(3)(a)(i)條的目的而同意
有關文件或資料以電子形式送交或提供予該人；
或

 (B) 有關的人沒有為第 831(3)(b)(i)(A)條的目的而
指明有關文件或資料可送交或提供予該人的地
址；或

 (ii) 是公司，而該人沒有如此同意或指明地址，亦不根
據本條例的條文的被視為已如此同意或指明地址；
及

 (b) 公司已將採用印本形式的該文件或資料，以郵遞方式送
交或提供至該另一人，而郵寄地址是為第 832(2)(b)條的
目的而指明的地址，但郵政局以無法派遞至該地址為理
由，退回該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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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就第 (4)及 (5)款而言，如有以下情況，則某人不得視作已同
意有關公司可藉在網站上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的方式，向該
人送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

 (a) (就第 (4)款而言，除非第 (4)(b)款憑藉第 (10)款而不適用 )
該人經證明沒有收到第 (4)(b)款所指的要求；或

 (b) (就第 (5)款而言，除非第 (5)(b)款憑藉第 (10)款而不適用 )
該人經證明沒有收到第 (5)(b)款所指的要求。

 (12)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有關的另一人送交
或提供的，則——

 (a) 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於以下日期 (以較遲者為準 )送交
或提供——

 (i) 該文件或資料首次在網站上提供的日期；
 (ii) 第 (3)(c)款所指的通知送交的日期；及

 (b) 該文件或資料須視作由該另一人在以下時間 (以較遲者
為準 )之後，於第 823條指明的期間終結時收到——

 (i) 該文件或資料首次在網站上提供之時；
 (ii) 該另一人收到第 (3)(c)款所指的通知之時。

 (13) 在本條中——
相應債權證持有人 (equivalent debenture holders)就獲公司送交

或提供文件或資料的人而言，指該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中，
為所有目的之排序均與該人相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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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其他形式的通訊
 (1) 如公司以既非電子或印本的形式亦非以在網站上提供文件或

資料的方式，向另一人送交或提供文件或資料，則本條適用。
 (2) 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以有關的另一人同意的形式或方式送交

或提供，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為適用條文的目的向該另一人
送交或提供。

835. 股份或債權證的聯名持有人
 (1) 如有以下情況，本條適用——

 (a) 本條例的條文批准或規定公司向其股份或債權證的持有
人送交或提供某文件或資料；及

 (b) 某文件或資料按規定須送交予股份或債權證的聯名持有
人。

 (2) 除公司的章程細則另有規定外，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向以下
人士送交或提供，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為有關條文的目的向
聯名持有人送交或提供——

 (a) 每名聯名持有人；或
 (b) 在該公司的成員登記冊或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內排名最

前的持有人。
 (3) 除公司的章程細則另有規定外，由持有人為本分部的目的而

同意或指明的事宜，須由所有聯名持有人同意或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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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股份持有人去世或破產
 (1) 如有以下情況，本條適用——

 (a) 本條例的條文批准或規定公司向其股份的持有人送交或
提供某文件或資料；及

 (b) 任何持有上述股份的人已去世或破產。
 (2) 除公司的章程細則另有規定外，如有關文件或資料是以下述

方式送交或提供，則該文件或資料即屬為有關條文的目的向
有關持有人送交或提供——

 (a) 按聲稱因上述去世或破產事件而享有有關股份的人為此
目的提供的香港地址，並用該人的姓名或名稱，或用死
者的代理人或破產人的受託人的稱號或任何類似的稱謂
作為收件人，將該文件或資料送交或提供予該人；或

 (b) 在該人如此提供上述地址前，以上述去世或破產事件未
發生前本可用以送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的方式送交或
提供。

837. 成員或債權證持有人可要求印本
 (1) 公司的任何成員或債權證持有人如從該公司收到不屬印本形

式的文件或資料，可在收到該文件或資料的日期後的 28日
內，要求該公司以印本形式，向他送交或提供該文件或資料。

 (2) 公司須在以下時間，以印本形式，免費向有關成員或持有人
送交或提供有關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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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收到有關要求的日期後的 21日內；或
 (b) (如該文件或資料要求該成員或持有人在某日期當日或

之前採取某行動 )收到該要求的日期後的 7日內。
 (3) 如公司違反第 (2)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3級罰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