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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部

債權證

第 1分部

導言

307. 釋義
在本部中——
登記支冊 (branch register)指根據第 312條備存的登記支冊；
債權證 (debenture)就公司而言——

 (a) 包括該公司的債券及任何其他債務證券 (不論該等債券
及債務證券是否構成對該公司資產的押記 )；及

 (b) 除在第 308、311(2)(a)、312及 331(1)(a)條及第 3及 4分
部外，包括債權股證；

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register of debenture holders)指根據第
308條備存的登記冊。

第 2分部

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308. 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1) 如公司發行一系列不可藉交付而轉讓的債權證，或任何不可

藉交付而轉讓的債權股證，該公司須備存一份該等債權證持
有人或該等債權股證持有人的登記冊，該登記冊須以中文或
英文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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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須將以下詳情記入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a) 每名債權證或債權股證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b) 每名持有人持有的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款額；
 (c) 每人作為債權證或債權股證持有人而記入該登記冊的

日期；及
 (d) 任何人不再是債權證或債權股證持有人的日期。

 (3) 如公司違反第 (1)或 (2)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
可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
行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309. 須於何處備存登記冊
 (1) 公司須將其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備存於——

 (a) 該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
 (b) 根據第 657條訂立的規例所訂明的地方。

 (2) 公司須將有關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備存所在的地方，通知處
長。該通知須符合指明格式，並須在該登記冊首次在該地方
備存後的 15日內，交付處長登記。

 (3) 凡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備存所在的地方有任何更改 (公司的
註冊辦事處地址的更改除外 )，公司須將更改通知處長。該
通知須符合指明格式，並須在該更改後的 15日內，交付處
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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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 (2)款並不規定公司在以下情況下，將債權證持有人登記
冊備存所在的地方通知處長——

 (a) 就於本分部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開始存在的登記冊而
言，該登記冊時刻備存於該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

 (b) 在——
 (i) 緊接該生效日期前，該公司為《前身條例》第 74A

條的施行而備存某登記冊；而
 (ii) 該生效日期當日及之後，該登記冊為第 308(1)條的

施行而備存於在緊接該生效日期前備存該登記冊所
在的地方，作為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5) 如公司違反第 (1)、(2)或 (3)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
屬犯罪，可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
可就該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310. 查閱及要求文本的權利
 (1) 公司的成員一經以訂明方式提出要求，即有權按照根據第

657條訂立的規例，免費查閱該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2) 任何在有關登記冊內登記為有關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的人，

一經以訂明方式提出要求，即有權按照根據第 657條訂立的
規例，免費查閱該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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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任何其他人一經以訂明方式提出要求及繳付訂明費用，均有
權按照根據第 657條訂立的規例，查閱有關登記冊。

 (4) 任何人一經提出要求及繳付訂明費用，均有權按照根據第
657條訂立的規例，獲提供某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或
其任何部分 )的文本。

 (5) 公司債權證持有人或公司所有債權證持有人的受託人，一經
提出要求及繳付訂明費用，均有權按照根據第 657條訂立的
規例，獲提供保證該等債權證的發行的任何信託契據或任何
其他文件的文本。

 (6) 在本條中——
訂明 (prescribed)指根據第 657條訂立的規例所訂明。

311. 閉封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的權力
 (1) 公司可在按照第 (2)款發出通知後，將其債權證持有人登記

冊或該登記冊的任何部分，閉封一段或多於一段期間，但在
任何一年之中，閉封期合計不得超過 30日。

 (2) 第 (1)款所指的通知——
 (a) 如由有第 308(1)條所述的債權證或債權股證在認可證券

市場上市的公司發出，則——
 (i) 須按照適用於該證券市場的《上市規則》發出；或
 (ii) 須藉在一份於香港廣泛流通的報章上的廣告發出；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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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由任何其他公司發出，則須藉在一份於香港廣泛流通
的報章上的廣告發出。

 (3) 就任何一年而言，第 (1)款所述的 30日期間，可藉以下方法
延長：在該年為有關目的而召開的會議上，在親自出席或由
代表出席 (如准許代表出席會議 )的債權證持有人中佔該等
債權證價值多數者所通過的決議；或按照保證該等債權證的
發行的信託契據或任何其他文件。

 (4) 第 (1)款所述的 30日期間，不得在任何年度延長一段超過
30日的額外期間，或多於一段合計超過 30日的額外期間。

 (5) 如有人尋求查閱根據本條閉封的登記冊或登記冊的任何部分，
而該人提出要求，有關公司須應有關要求，提供由該公司的
公司秘書簽署的證明書，述明該登記冊或該登記冊部分被閉
封的期間，以及述明誰人授權閉封。

 (6) 如公司違反第 (5)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3級罰款。

312. 債權證持有人登記支冊
 (1) 公司如在香港以外地方，發行一系列不可藉交付而轉讓的債

權證，或任何該等債權股證，而該公司的章程細則批准它在
當地備存居於當地的債權證持有人或債權股證持有人的登記
支冊，則它可安排於當地備存該登記支冊。

 (2) 開始備存登記支冊的公司，須在如此行事後的 15日內，將
符合指明格式的通知交付處長登記，該通知須述明備存該登
記支冊所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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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備存登記支冊的公司，須在備存該登記支冊所在的地址有所
更改後的 15日內，就更改該地址一事，將符合指明格式的
通知，交付處長登記。

 (4) 如公司違反第 (2)或 (3)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
可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
行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313. 備存登記支冊
 (1) 登記支冊的備存方式，須等同於按本條例規定的備存有關公

司的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登記主冊 )的方式。
 (2) 於某地方備存登記支冊的公司，可按根據第 311條閉封有關

登記主冊的同樣方式，閉封該登記支冊，但該條所述的廣告，
須於在該地方廣泛流通的報章上刊登。

 (3) 備存登記支冊的公司——
 (a) 須安排於備存該公司的登記主冊所在的地方，備存該登

記支冊的複本；及
 (b) 須於在該登記支冊作出記項後 15日內——

 (i) 將該記項的文本，傳轉至其註冊辦事處；及
 (ii) 更新該登記支冊的複本。

 (4) 就本條例的所有目的而言，登記支冊的複本，須視為登記主
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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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本條例條文的規限下，公司可藉其章程細則，就備存登記
支冊的事宜，訂立它認為合適的條文。

 (6) 如公司違反第 (3)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
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314. 在登記支冊內登記的債權證的交易
 (1) 在某公司的登記支冊內登記的債權證，須與在該公司的債權

證持有人登記冊內登記的債權證有所區分。
 (2) 關於在某登記支冊內登記的任何債權證的交易，在該項登記

持續有效期間，不得在任何其他登記冊內登記。

315. 中止登記支冊
 (1) 公司可中止登記支冊。
 (2) 如某公司中止登記支冊，該登記支冊的所有記項，均須轉移

至——
 (a) 該公司在香港以外的同一地方備存的另一登記支冊；或
 (b) 該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

 (3) 如某公司中止登記支冊，該公司須在如此行事後的 15日內，
將符合指明格式的通知交付處長登記，告知處長以下事項——

 (a) 中止該登記支冊；及
 (b) 有關記項轉移至的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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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公司違反第 (3)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
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第 3分部

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配發

316. 配發申報書
 (1) 公司須在債權證或債權股證配發後的一個月內，將符合第 (2)

款的配發申報書交付處長登記。
 (2) 申報書——

 (a) 須符合指明格式；及
 (b) 須述明——

 (i) 所配發的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款額；
 (ii) 每名獲配發者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iii) 該等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配發日期；及
 (iv) 該等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贖回日期。

 (3) 如公司違反第 (1)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
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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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公司沒有在債權證或債權股證配發後的一個月內，交付符
合第 (2)款的申報書，原訟法庭可應該公司或其責任人的申
請，將交付該申報書的限期延長一段由原訟法庭決定的期間。

 (5) 原訟法庭須信納以下事項，方可根據第 (4)款延長限期——
 (a) 有關公司沒有交付申報書，屬意外或無心之失；或
 (b) 延長限期是公正公平的。

 (6) 如原訟法庭延長交付申報書的限期，有關公司或其責任人已
就第 (3)款所指的罪行招致的法律責任，即告終絕，而第 (1)
款在猶如提述一個月是提述該延長的限期的情況下，具有效
力。

317. 配發的登記
 (1) 公司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登記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

配發，而無論如何須在配發日期之後的 2個月內作出登記，
登記方式為在其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內，記入第 308(2)條所
述的資料。

 (2) 如公司沒有在債權證或債權股證配發日期之後的 2個月內，
登記該項配發，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各處
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
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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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在配發後發出債權證或債權股證證明書
 (1) 公司須在債權證或債權股證配發後的 2個月內——

 (a) (如屬債權證配發 )製成該等債權證，以及備妥該等債
權證以供交付；或

 (b) (如屬債權股證配發 )製成該等債權股證證明書，以及
備妥該等證明書以供交付。

 (2) 如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配發條件另有規定，則第 (1)款不適用。
 (3) 如公司違反第 (1)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
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319. 關於交付債權證或債權股證證明書的原訟法庭命令
 (1) 如公司就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配發違反第 318條，有權獲得

該等債權證或該等債權股證證明書的人，可向該公司送達通
知，要求該公司在10日內，將該等債權證或證明書交付該人。

 (2) 如有第 (1)款所指的通知於某日送達公司，而該公司沒有在
該日後的 10日內交付有關債權證或證明書，則有關人士可
向原訟法庭申請第 (3)款所指的命令。

 (3) 原訟法庭可應第 (2)款所指的申請，作出一項命令，指示有
關公司及其任何高級人員，在該命令指明的限期內，將有關
債權證或證明書交付有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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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述命令可規定有關申請的所有訟費及附帶費用，均須由有
關公司或對有關違反行為負有責任的該公司的高級人員承擔。

第 4分部

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轉讓

320. 關於轉讓文書的規定
 (1) 除非一份妥善的轉讓文書已交付公司，否則該公司不得登記

該公司的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轉讓。
 (2) 如一項獲得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權利已藉法律的施行而傳

轉予某人，公司將該人登記為債權證持有人的權力，不受
第 (1)款影響。

321. 登記轉讓或拒絕登記
 (1) 公司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受讓人或出讓人，均可向該公司提

交有關轉讓書。
 (2) 在有關轉讓書提交後的 2個月內，有關公司須——

 (a) 登記有關轉讓；或
 (b) 將拒絕登記有關轉讓的通知，送交有關受讓人及出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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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
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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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轉讓的證明
 (1) 公司對其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轉讓文書作出的證明——

 (a) 是由該公司向基於信賴該證明而行事的人作出的一項陳
述，其內容為該公司已獲出示文件，而該等文件證明該
等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所有權屬於在該轉讓文書內列名
的出讓人；及

 (b) 並非一項內容為該出讓人對該等債權證或債權股證具有
所有權的陳述。

 (2) 如某人基於對某公司疏忽地作出的虛假證明的信賴而行事，
該公司對該人的法律責任，與猶如該項證明是欺詐地作出該
公司便須負上的法律責任一樣。

 (3) 就本條而言，如轉讓文書載有——
 (a) “certificate lodged”字樣，或具有相同意思的英文或中文

文字；及
 (b) 由具有實際或表面權限代表公司證明轉讓的人，在該等

文字下方或旁邊作出的簽署或簡簽，
則該轉讓文書即屬經該公司證明。

 (4) 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
 (a) 如第 (3)(b)款所述的轉讓文書所載的簽署或簡簽，看來

是某人的簽署或簡簽，該簽署或簡簽須視為該人的簽署
或簡簽；而

 (b) 該簽署或簡簽須視為由該人加於該轉讓文書上，或由具
有實際或表面權限為代表有關公司證明轉讓而使用該簽
署或簡簽的另一人，加於該轉讓文書上。



第 7部—第 4分部 
第 323條

《公司條例》

A3884

2012年第 28號條例

323. 在轉讓後發出債權證或債權股證證明書
 (1) 公司須在第 (2)款指明的限期內——

 (a) (如屬債權證轉讓 )製成該等債權證，以及備妥該等債
權證以供交付；或

 (b) (如屬債權股證轉讓 )製成該等債權股證證明書，以及
備妥該等證明書以供交付。

 (2) 就——
 (a) 私人公司而言，上述限期是向該公司提交有關轉讓書的

日期後的 2個月；
 (b) 任何其他公司而言，上述限期是向該公司提交有關轉讓

書的日期後的 10個營業日。
 (3) 如——

 (a) 有關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發行條件另有規定；
 (b) 沒有就轉讓繳付印花稅；
 (c) 轉讓屬無效；或
 (d) 有關公司有權拒絕登記並拒絕登記，

第 (1)款不適用於該轉讓。
 (4) 如公司違反第 (1)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4級罰款，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
持續期間的每一日，另各處罰款 $700。

 (5) 在本條中——
營業日 (business day)指認可證券市場營業進行證券交易業務的

日子。



第 7部—第 5分部 
第 325條

《公司條例》

A3886

2012年第 28號條例

324. 關於交付債權證或債權股證證明書的原訟法庭命令
 (1) 如公司就債權證或債權股證的轉讓違反第 323條，有權獲得

該等債權證或該等債權股證證明書的人，可向該公司送達通
知，要求該公司在10日內，將該等債權證或證明書交付該人。

 (2) 如有第 (1)款所指的通知於某日送達公司，而該公司沒有在
該日後的 10日內交付有關債權證或證明書，則有關人士可
向原訟法庭申請第 (3)款所指的命令。

 (3) 原訟法庭可應第 (2)款所指的申請，作出一項命令，指示有
關公司及其任何高級人員，在該命令指明的限期內，將有關
債權證或證明書交付有關人士。

 (4) 上述命令可規定有關申請的所有訟費及附帶費用，均須由有
關公司或對有關違反行為負有責任的高級人員承擔。

第 5分部

雜項條文

325. 遺囑認證書批給等的證據
就債權證的轉讓或獲得債權證的權利的傳轉而言，如有文件向公
司出示，而在法律上，該文件是某死者的遺囑認證書或某死者的
遺產管理書的批給的充分證明，則該公司須接受該文件為該項批
給的充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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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根據公司訂立的文書須備存的債權證持有人的登記冊的格式
 (1) 本條適用於根據公司訂立的某文書而須備存的債權證持有人

的登記冊。
 (2) 如有關文書的某條文，規定有關登記冊須以可閱形式備存，

該條文須解釋為規定該登記冊須以下述形式備存——
 (a) 可閱形式；或
 (b) 能以可閱形式重現的非可閱形式。

327. 永久債權證
 (1) 即使衡平法有任何相反規定，載於任何債權證內的條件，或

載於保證任何債權證的發行的契據內的條件，不會僅因該條
件使該等債權證符合以下說明而無效——

 (a) 不可贖回；
 (b) 只可在有某事件發生時贖回 (不論該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有多低 )；或
 (c) 只可在某段期限屆滿時贖回 (不論該段期限有多長 )。

 (2) 第 (1)款適用於在任何時間發行的債權證，及在任何時間簽
立的契據。

328. 重新發行已贖回債權證的權力
 (1) 如公司已在本條生效日期之前、當日或之後，贖回以往所發

行的任何債權證，則本條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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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除非有以下情況，否則公司具有權力，藉重新發行相同的債
權證或藉發行新債權證以作取代而重新發行已贖回債權證，
並且須視為一向具有該權力——

 (a) 在該公司章程細則或該公司訂立的合約內，載有相反條
文 (明訂或隱含 )；或

 (b) 該公司已藉通過一項決議，表明其取消該等債權證的意
向，或藉任何其他作為，表明該意向。

 (3) 在公司將任何已贖回債權證重新發行後，有權享有該等債權
證的權利的人，享有並須視為一向享有同樣的優先權，猶如
該等債權證從未被贖回一樣。

 (4) 重新發行已贖回債權證 (不論重新發行是在本條生效日期之
前、當日或之後進行 )——

 (a) 就印花稅而言，須視為新債權證的發行；但
 (b) 就任何限制發行債權證的款額或數目的條文而言，不得

視為新債權證的發行。
 (5) 如有債權證根據本條重新發行，並看似已加蓋印花，任何人

如以該等債權證作為保證而貸出款項，則可在任何為強制執
行該人所持有的保證的法律程序中，提出該等債權證作為證
據。

 (6) 如某人根據第 (5)款，在任何為強制執行該人所持有的保證
的法律程序中，提出有關債權證作為證據，則根據《印花稅
條例》(第 117章 )須就重新發行債權證而繳付的印花稅及罰
款，須由有關公司繳付。

 (7) 如有關人士已知悉有關債權證並未加蓋印花，或如非由於該
人的疏忽已可能發覺此事，則第 (5)及 (6)款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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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在 1933年 7月 1日前已贖回的債權證在該日期當日或之
後重新發行，則該重新發行並不損害 (並須視為一向無損害 )
任何人會根據或憑藉該日期前所設定的任何按揭或押記而享
有的任何權利或優先權。

329. 存放債權證以保證貸款
如公司在本條生效日期之前、當日或之後存放其任何債權證，以
保證不時在來往帳戶或其他帳戶上的貸款，則該等債權證在仍然
如此存放時，不得僅因該公司的帳戶已不再出現借貸而視為已被
贖回。

330. 強制履行認購債權證的合約
一份為承購公司的債權證及就該等債權證付款而與該公司訂立
的合約，可藉強制履行令予以強制執行。

331. 原訟法庭可命令舉行債權證持有人會議
 (1) 如任何人持有任何——

 (a) 構成公司發行的一系列享有同等權益的債權證中的一部
分的債權證；或

 (b) 公司的債權股證，
則本條適用於該人。

 (2) 如本條適用的人持有 (不論該人是單獨或是聯同任何其他人
持有 )有關公司債權證的價值，不少於指明百分比，則該人
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舉行該公司的債權證持有人的
會議，以向該等債權證持有人的受託人發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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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 (2)款可被有關債權證、或保證該等債權證的發行的信託
契據或其他文件豁除。

 (4) 在本條中——
指明百分比 (specified percentage)指——

 (a) 10%；或
 (b) 在有關債權證、或保證該等債權證的發行的信託契據或

其他文件中訂定的較高百分比。

332. 受託人對債權證持有人的法律責任
 (1) 載於——

 (a) 保證債權證的發行的信託契據內的任何條文；或
 (b) 與以信託契據保證的債權證的持有人訂立的合約內的任

何條文，
在下述範圍內屬無效︰在顧及該信託契據中授予受託人權力、
權限或酌情決定權的條文後，(a)或 (b)段所述條文，會豁免
該受託人因未有表現出該受託人身為受託人所須有的謹慎及
努力以致違反信託而須負有的法律責任；或會就因上述情況
違反信託而須負有的法律責任，彌償該受託人。

 (2) 第 (1)款——
 (a) 不會使符合以下說明的責任解除書失效︰就受託人在該

責任解除書發出前的作為或不作為，從其他方面有效地
發出的；

 (b) 不會使任何符合以下說明的條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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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使該責任解除書得以在一次為有關目的而召開的會
議上，在獲持有價值最少 75%的多數債權證持有人
親自出席或委任代表 (如准許委任代表的話 )出席
和表決同意下發出的；及

 (ii) 使該責任解除書得以就特定的作為或不作為而發出
的，或使該責任解除書得以在有關受託人死亡時或
不再擔任有關受託人時發出的；

 (c) 不會使任何在 1984年 8月 31日時有效的條文失效，但
前提是當時有權享有該條文的利益或其後根據第 (3)款
獲給予該條文的利益的人，維持擔任有關信託契據的受
託人；或

 (d) 不會剝奪任何人於 (c)段所述的條文有效時就其作為或
不作為而獲得的豁免，或就該等作為或不作為而獲得彌
償的權利。

 (3) 當信託契據的受託人仍有權享有第 (2)(c)或 (d)款所保留的
條文的利益時，該條文的利益可按照第 (4)款而給予——

 (a) 該信託契據的所有現時及未來受託人；或
 (b) 該信託契據的任何指名受託人，或建議獲委任為該信託

契據的受託人的人。
 (4) 有關利益須藉一項決議而給予，而該決議須在——

 (a) 按照有關信託契據為此而召開的會議上；或
 (b) (如該信託契據並未訂定召開會議的條文 )以原訟法庭

批准的方式為此而召開的會議上，
獲持有價值最少 75%的多數債權證持有人親自出席或委任
代表 (如准許委任代表的話 )出席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