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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部

並非根據本條例組成但可根據本條例註冊的公司

第 1分部

導言

794. 釋義
在本部中——
不屬法定的章程文件 (non-statutory constitutional document)就

合資格公司而言，指組織或規管該公司的任何組織安排契據
或其他文書；

合資格公司 (eligible company)指——
 (a) 在 1865年 5月 1日之後，依據本條例及《舊有公司條例》

以外的任何條例組成的公司；或
 (b) 在上述日期之後，按照法律以其他方式組織的公司；
章程文件 (constitutional document)就合資格公司而言，指——

 (a) 組織或規管該公司的條例；或
 (b) 該公司的不屬法定的章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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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分部

合資格公司的註冊

795. 處長可將合資格公司註冊
 (1) 處長可應合資格公司的申請，將該公司註冊為——

 (a) 無限公司；或
 (b) 擔保有限公司。

 (2) 第 (1)款所指的申請，須符合指明格式。
 (3) 第 (1)款所指的申請，須隨附——

 (a) 有關的合資格公司的每份章程文件的文本；及
 (b) (如屬要求註冊為擔保有限公司的申請 )符合第 798(2)條

的決議的文本。
 (4) 根據第 (1)款進行的註冊，不會僅因有關的合資格公司註冊

的目的是為進行清盤，而屬無效。

796. 對處長註冊的權力的一般限制
 (1) 如合資格公司的成員的法律責任被某條例所限定，或是按照

法律以其他方式予以限定，則處長不得根據本部將該公司註
冊。

 (2) 除非合資格公司符合以下說明，否則處長不得根據本部將該
公司註冊為擔保有限公司——

 (a) 如該公司只有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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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該公司擬註冊的名稱的最後一個字為 “Limited”；
及

 (ii) 該公司可能使用的相應中文名稱的最後 4個中文字
為“有限公司”；

 (b) 如該公司只有中文名稱——
 (i) 該公司擬註冊的名稱的最後 4個中文字為 “有限

公司”；及
 (ii) 該公司可能使用的相應英文名稱的最後一個字為

“Limited”；或
 (c) 如該公司兼有中文名稱及英文名稱——

 (i) 該公司擬註冊的英文名稱的最後一個字為
“Limited”；及

 (ii) 該公司擬註冊的中文名稱的最後 4個中文字為
“有限公司”。

797. 處長不得在未經成員同意下進行註冊
 (1) 除非合資格公司在為將該公司註冊為無限公司而召開的公司

成員大會上，獲得過半數出席該大會的成員同意將該公司註
冊為無限公司，否則處長不得根據本部將該公司註冊為無限
公司。

 (2) 除非合資格公司在為將該公司註冊為擔保有限公司而召開的
公司成員大會上，獲得最少 75%出席該大會的成員同意將
該公司註冊為擔保有限公司，否則處長不得根據本部將該公
司註冊為擔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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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施行本條，如有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的情況，則在計算過
半數成員或 75%成員人數時，須顧及每名成員按照有關的
合資格公司的規例有權投下的票數。

 (4) 在本條中，提述出席成員大會的成員——
 (a) 即提述親自出席的成員；或
 (b) (如有關的合資格公司的規例容許委派代表的話 )即提

述委派代表出席的成員。

798. 如無決議聲明擔保的款額則處長不得進行註冊
 (1) 除非合資格公司的成員通過符合第 (2)款的決議，否則處長

不得根據本部將該公司註冊為擔保有限公司。
 (2) 上述決議須聲明，每名身為合資格公司的成員的人，均承諾

若該公司在該人是該公司的成員期間或不再是該公司的成員
之後的一年內清盤，該人會分擔支付該人須付的一筆不超過
指明款額的款額，作為該公司的資產，以——

 (a) 支付該公司在該人不再是該公司的成員之前所訂約承擔
的債項及債務；

 (b) 支付該公司清盤的費用及開支；或
 (c) 調整分擔人之間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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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就第 (1)款而言，有關決議是在本分部的生效日期之前、當
日或之後通過，並不相干。

799. 合資格公司須繳付註冊費用
在處長根據本部將合資格公司註冊之前，該公司須就該項註冊，
向處長繳付訂明費用。

800. 處長須發出註冊證明書
處長如根據本部將合資格公司註冊，須向該公司發出一份有其簽
署或印有其簽署的註冊證明書。

第 3分部

註冊的後果

801. 本分部的適用範圍
如有合資格公司根據本部註冊為無限公司或擔保有限公司，則本
分部適用。

802. 合資格公司的地位、財產、權利及法律責任
 (1) 合資格公司一旦根據第 800條獲發註冊證明書，即視為已根

據本條例成立為法團的無限公司或擔保有限公司 (視何者適
用而定 )。

 (2) 第 (1)款不具有為合資格公司設立新的法律實體的效力。
 (3) 註冊一事並不影響合資格公司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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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註冊一事並不影響合資格公司在以下方面的權利及法律責
任——

 (a) 該公司在註冊之前招致或由他人代為招致的債項或義務，
或在註冊之前他人欠該公司的債項或義務；或

 (b) 該公司在註冊之前訂立或由他人代為訂立的合約。

803. 現有的法律程序繼續進行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在合資格公司註冊時仍然待決的訴

訟或其他法律程序，不論是由該公司、該公司的高級人員或
該公司的成員提出的，亦不論是針對該公司、該公司的高級
人員或該公司的成員提出的，均可藉同樣方式繼續進行，猶
如沒有該項註冊一樣。

 (2) 不得針對合資格公司的成員的財物發出執行程序文件，以執
行在上述的待決訴訟或法律程序中取得的任何判決、判令或
命令。

 (3) 如合資格公司的財產及財物不足以履行上述判決、判令或命
令，則可取得一項將該公司清盤的命令。

804. 現有的章程文件繼續有效
 (1) 合資格公司的章程文件的條文，須以同樣方式並在附有同樣

附帶條件的情況下，視為該公司的條件及規例，猶如該等條
文是假使該公司是根據本條例組成便已載於該公司組成所需
的章程細則內一樣。

 (2) 在第 (1)款中，提述合資格公司的章程文件，就註冊為擔保
有限公司的合資格公司而言，包括符合第 798(2)條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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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合資格公司可用章程細則替代不屬法定的章程文件
 (1) 合資格公司可用章程細則，替代該公司的不屬法定的章程文

件，藉以更改該公司的章程的形式。
 (2) 上述更改須藉特別決議作出。
 (3) 在第 (5)及 (6)款的規限下，假使有關的合資格公司是根據

本條例組成便會是私人公司，則第 84及 86條在其關乎第 (4)
款指明的事宜的範圍內，適用於有關更改 (在適用範圍內 )。

 (4) 為施行第 (3)款而指明的事宜是——
 (a) 在通過第 84條所指的關於作出修改的決議後相應作出

的事宜；及
 (b) 向原訟法庭提出的、要求取消對私人公司的宗旨作出修

改的申請。
 (5) 在第 84(7)條中，提述經修改的有關公司章程細則的文本，

須理解為根據本條用以替代合資格公司的不屬法定的章程文
件的章程細則的文本。

 (6) 自根據第 84條將用以替代合資格公司的不屬法定的章程文
件的公司章程細則的文本交付處長起，或自有關修改不可被
原訟法庭藉命令取消的日期起 (兩者當中以較後者為準 )——

 (a) 該章程細則適用於該公司的方式，須猶如該公司是根據
本條例採用該章程細則註冊的私人公司一樣；及

 (b) 該不屬法定的章程文件不再適用於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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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根據第 (1)款作出更改時，可同時根據第 84條修改合資格公
司的宗旨，也可不修改該宗旨。

806. 本條例適用於合資格公司
 (1) 在第 807條的規限下，本條例以同樣方式在各方面適用於合

資格公司及其高級人員、成員、分擔人及債權人，猶如該公
司是根據本條例組成一樣。

 (2) 即使合資格公司的章程文件載有任何規定，如本條例的條文
關乎無限公司註冊為有限公司，該條文適用於該公司。

807. 第 806(1)條的例外情況
 (1) 除非合資格公司藉特別決議，採納根據第 73條訂明的章程

細則範本的任何或全部條文作為其章程細則，否則不得採納
該等條文作為其章程細則。

 (2) 在不抵觸第 808條的規定下，合資格公司沒有更改關乎該公
司的條例的條文的權力。

 (3) 如合資格公司清盤，第 (5)款指明的人即屬分擔人，該人——
 (a) 有法律責任支付或分擔支付——

 (i) 該公司在註冊之前所訂約承擔的債項及債務；
 (ii) 用以調整成員之間就上述債項及債務所具權利的款

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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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關乎上述債項及債務的該公司清盤的費用及開支；
及

 (b) 有法律責任分擔支付該人應該就 (a)段所指的法律責任
支付的一切款項，作為該公司的資產。

 (4) 如上述分擔人去世或破產，則《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第 32章 )中關於遺產代理人以及破產人的受託人的條文即
適用。

 (5) 為施行第 (3)款而指明的人，是有法律責任支付或分擔支付
有關的合資格公司在註冊之前所訂約承擔的債項及債務的人。

808. 合資格公司更改章程的權力
合資格公司如憑藉其章程文件具有更改其章程或規例的權力，本
條例不減損該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