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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公司條例〉( 生效日期 ) 公告》

Companies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tice 2013

現根據《公司條例》( 第 622 章 ) 第 1(2) 條，指定 2014 年 3 月 3 日為該條
例以下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 ——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622), I appoint
3 March 2014 as the day on which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 come into operation—
(a) Parts 1,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7, 18, 19
and 21;
(b) Part 2, except—
(i) section 27(3), (4), (5) and (6)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a director or reserve director; and
(ii) sections 47, 49, 50, 51 and 52 and Subdivision 2
of Division 7;
(c) Part 12, except—
(i) section 643(1)(a)(ii), (2)(b) and (3)(b)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a correspondence address; and
(ii) sections 643(5), 644, 645(5), 647(4) and (5), 651
and 657(2)(g);
(d) Part 16, except sections 791(4) and 802(4) and (5);
(e) Part 20, except section 908;
(f) Schedules 1, 3, 4, 5, 7, 9 and 10;
(g) Schedule 2, except section 3(1)(a)(iii) and (2);
(h) Schedule 6, except sections 3 and 4;
(i) Schedule 11, except section 115.

(a) 第 1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
17 、18 、19 及 21 部；
(b) 第 2 部，但以下條文除外 ——
(i) 第 27(3)、(4)、(5) 及 (6) 條 ( 在該條與董事或備任董
事有關的範圍內 )；及
(ii) 第 47 、49 、50 、51 及 52 條及第 7 分部第 2 次分部；
(c) 第 12 部，但以下條文除外 ——
(i) 第 643(1)(a)(ii)、(2)(b) 及 (3)(b) 條 ( 在該條與通訊地
址有關的範圍內 )；及
(ii) 第 643 ( 5 ) 、644 、645 ( 5 ) 、647 ( 4 ) 及 ( 5 ) 、651 及
657(2)(g) 條；
(d) 第 16 部，但第 791(4) 及 802(4) 及 (5) 條除外；
(e) 第 20 部，但第 908 條除外；
(f) 附表 1 、3 、4 、5 、7 、9 及 10；
(g) 附表 2 ，但第 3(1)(a)(iii) 及 (2) 條除外；
(h) 附表 6 ，但第 3 及 4 條除外；
(i) 附表 11 ，但第 115 條除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
201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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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21 October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