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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部

關於股本的事宜

第 1分部

導言

198. 釋義
 (1) 在本部中——

可分派利潤 (distributable profits)就某公司作出的一項付款而言，
指該公司可合法地從中撥作分派，且價值是相等於該項付款
的利潤；
附註——

第 6部第 2分部載有關於公司撥款作分派的禁止及限制。

指明中文報章 (specified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指根據第
(2)款指明的中文報章；

指明英文報章 (specified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指根據第
(2)款指明的英文報章；

待確定回購合約 (contingent buy-back contract)指由某公司訂立
的、關乎其任何股份的合約，而——

 (a) 該合約並非回購該等股份的合約；但
 (b) 該公司根據該合約，可在任何條件規限下變為有權或有

責任回購該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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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控制人 (recognized exchange controller)具有《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571章 )附表 1第 1部第 1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監察機關 (Commission)——
 (a) 除 (b)及 (c)段另有規定外，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 )第 3(1)條提述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b) 如有根據該條例第 25條作出的有關轉移令，在該轉移

令的有效期內，按照該轉移令的規定而指有關的認可交
易所，或同時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有關的認
可交易所；或

 (c) 如有根據該條例第 68條作出的有關轉移令，在該轉移
令的有效期內，按照該轉移令的規定而指有關的認可控
制人，或同時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有關的認
可控制人。

 (2) 政務司司長可為施行本部而指明中文報章及英文報章，並須
在憲報刊登指明報章的名單。

第 2分部

償付能力測試

199. 本分部的適用範圍
本分部對以下事宜具有效力——

 (a) 第 3分部第 2次分部所指的藉著通過以償付能力陳述作
支持的特別決議而進行的股本減少；

 (b) 第 4分部所指的就贖回或回購股份而從資本中撥款作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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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 5分部第 4次分部所指的由公司給予資助。

200. 償付能力測試
如——

 (a) 在緊接某事宜的進行後，將會沒有認定某公司無能力償
付其債項的理由；及

 (b) 有以下其中一種情況——
 (i) 該公司的清盤擬在該事宜的日期後的 12個月內展

開，而在展開清盤後的 12個月內，該公司將會有
能力悉數償付其債項；或

 (ii) 屬任何其他情況，而該公司將會有能力償付其在緊
接該事宜後的 12個月內到期的債項，

則該公司即屬就該事宜而言通過償付能力測試。

201. 償付能力陳述
 (1) 就某事宜而言，償付能力陳述是內容如下的陳述：作出該陳

述的每名董事已得出意見，認為有關公司就該事宜而言通過
償付能力測試。

 (2) 在為作出償付能力陳述的目的而得出意見時，董事須——
 (a) 查究有關公司的事務狀况及前景；及
 (b) 考慮該公司的所有債務 (包括或有負債及潛在負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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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償付能力陳述須——
 (a) 符合指明格式；
 (b) 述明——

 　(i) 作出該陳述的日期；及
 (ii) 每名作出該陳述的董事的姓名或名稱；及

 (c) 由每名作出該陳述的董事簽署。
 (4) 第 (3)(a)款不適用於公司為根據第 5分部第 4次分部提供資

助的目的而作出的償付能力陳述。

202. 關於償付能力陳述的罪行
董事在無合理理由支持在償付能力陳述中表達的意見的情況下，
仍作出該陳述，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50,000及監禁 2年；
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03. 訂立規例修改償付能力測試的權力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

 (a) 修改償付能力測試，或修改該測試對任何事宜或事宜類
別的適用情況；或

 (b) 修改董事為作出償付能力陳述的目的而得出意見時須考
慮的事宜。

 (2) 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須經立法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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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分部

股本減少

第 1次分部

一般條文

204. 本分部的適用範圍
本分部適用於——

 (a) 股份有限公司；及
 (b) 於 2004年 2月 13日之前根據《舊有公司條例》組成或成

為有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的公司。

205. 獲准的股本減少
 (1) 公司可按照第 206條指明的程序，根據本分部以任何方式減

少其股本。
附註——

例如——

1. 公司可終絕或減少其任何股份在未繳款股本方面的法律責任。

2. 公司可——

 (a) 取消任何已虧損或不能以可用的資產代表的已繳款股本，不論
有否終絕或減少其任何股份的法律責任；或

 (b) 將超過其所需的任何已繳款股本付還，不論有否終絕或減少其
任何股份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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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然而，如某公司減少股本，會導致該公司不再有任何成員持
有可贖回股份以外的股份，則該公司不得減少其股本。

 (3) 凡公司的章程細則中，有關於任何禁止或限制減少其股本的
規定，本分部受該規定所規限。

206. 公司減少其股本的程序
公司根據本分部減少其股本的程序是——

 (a) 根據第 2次分部藉通過以償付能力陳述支持的特別決議；
或

 (b) 根據第 3次分部藉獲原訟法庭確認的特別決議。

207. 如有違反本分部而減少股本屬罪行
 (1) 如公司在違反本分部的情況下減少其股本，該公司及其每名

責任人，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各處罰款 $1,250,000及監禁

5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各處罰款 $150,000及監禁

12個月。
 (2) 即使有償付能力陳述為減少公司股本而作出，而該公司的一

名或多於一名董事就該陳述犯第 202條所訂的罪行，該公司
並不僅因此而就該項股本減少犯本條所訂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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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按照第 4分部進行股份贖回或股份回購，因而導致股本減
少，或因本條例的其他規定而導致股本減少，則不屬犯本條
所訂的罪行。
附註——

例如股本減少，可以是因原訟法庭根據第 13部作出的命令導致發生的。

208. 股本減少後成員的法律責任
 (1) 如某公司的股本根據本分部減少，其前度成員或現在的成員，

無須就股份的催繳或分擔的款額超過以下兩個項目之間的差
額 (如有的話 )之數而承擔法律責任——

 (a) 有關股份的發行價格；與
 (b) 該股份的已繳付股款 (如有的話 )及股份所減少的款額

的總和。
 (2) 第 (1)款受第 227條規限。
 (3) 本條並不影響分擔人彼此之間的權利。

209. 因股本減少而產生的儲備
 (1) 如公司按照本分部減少股本，則就第 6部而言，因股本減少

而產生的儲備，須視為已實現利潤。
 (2) 第 (1)款須受在以下項目中的任何相反條文規限——

 (a) 原訟法庭的命令，或向原訟法庭作出的承諾；
 (b) 議決減少股本的決議，或攸關股本減少的任何其他決議；

或
 (c) 公司的章程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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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分部

藉著以償付能力陳述支持的特別決議減少股本

210. 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
 (1) 公司可按照本次分部，藉特別決議減少其股本。
 (2) 在處長登記關於股本減少的第 219或 220條所指的申報表時，

有關特別決議及股本減少即告生效。

211. 關於股本減少的償付能力陳述
 (1) 公司所有董事須就股本減少一事，作出符合第 2分部的償付

能力陳述。
 (2) 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須在作出償付能力陳述的日期後

的 15日內通過。
 (3)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出的，則償付能力陳述

的文本須在該項決議送交公司成員之時或之前，送交該公司
每名成員。

 (4)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則須在該會議上，
備有償付能力陳述的文本，供與會的成員查閱。

 (5) 如第 (3)或 (4)款 (視何者適用而定 )不獲遵守，則有關特別
決議不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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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特別決議︰行使表決權
 (1) 如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出的，則就

第 12部第 1分部第 2次分部 (書面決議 )而言，持有該項決
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就該等股份而言不屬合資格成
員。

 (2)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則該項決議在下述
情況下，不具有效力——

 (a) 任何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行使該等
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而

 (b) 假使該成員沒有如此行事，該項決議便不會通過。
 (3) 就第 (2)款而言——

 (a) 持有有關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成員，不僅因為在就該項
決議應否通過的問題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才被視為行使
該等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該成員就該項決議以投票以
外的方式表決，亦須視為行使該表決權；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4) 如第 (3)(b)款提述的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遭拒絕，則有關
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5) 如股本減少同樣適用於公司所有已發行的股份，則本條不適
用。



第 5部—第 3分部—第 2次分部
第 213條

《公司條例草案》

C502

213. 關於股本減少的公告
 (1) 在通過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的星期後的一個星期終結前，

公司須在憲報刊登公告——
 (a) 述明公司已批准減少股本；
 (b) 指明將要減少的股本的款額，以及該項特別決議的日期；
 (c) 述明可在何處查閱該項特別決議及有關償付能力陳述；

及
 (d) 述明沒有同意或沒有表決贊成該項特別決議的公司成員

或公司債權人，可在該項決議的日期後的 5個星期內，
根據第 215條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該項決議。

 (2) 公司亦須在通過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的星期後的一個星
期終結前——

 (a) 在最少一份指明中文報章及最少一份指明英文報章上，
刊登與第 (1)款所指的公告的內容具相同意思的公告；
或

 (b) 向其每名債權人發出具有該意思的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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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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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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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須在以下日期或之前，將償付能力陳述的文本交付處長
登記——

 (a) 公司根據第 (1)款刊登有關公告的日期；或
 (b) (如早於 (a)段所指的日期 )公司根據第 (2)款首次刊登

有關公告的日期，或首次向債權人發出通知的日期。
 (5) 如公司違反第 (4)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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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214. 特別決議及償付能力陳述的查閱
 (1) 公司須確保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及就該項決議作出的償

付能力陳述，備存於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備存於根據第
648條訂立的規例訂明的地點，備存期間——

 (a) 於——
 (i) 公司根據第 213(1)條刊登有關公告的日期開始；或
 (ii) (如早於第 (i)節所指的日期 )公司根據第 213(2)條

首次刊登有關公告的日期，或首次向債權人發出通
知的日期開始；並

 (b) 於該項特別決議通過的日期後的 5個星期結束。
 (2) 公司須准許其成員或債權人，在第 (1)款所述期間，於辦公

時間內，免費查閱有關特別決議及償付能力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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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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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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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公司違反第 (2)款，原訟法庭可藉命令規定該公司准許有
關的人作即時查閱。

215. 成員或債權人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在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的日期

後的 5個星期內，公司成員或債權人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
要求撤銷該項決議。

 (2) 同意或表決贊成有關決議的成員，無權提出上述申請。
 (3) 有權提出申請的人，可藉書面方式，委任他們當中的任何一

人或多於一人，代表所有作出該項委任的人提出申請。
 (4) 如有人根據本條提出申請——

 (a) 申請人須盡快將申請書送達有關公司；及
 (b) 該公司須在申請書送達該公司的日期之後的 7日內，向

處長發出關於該項申請的通知，該通知須符合指明格式。
 (5) 如公司違反第 (4)(b)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

可各處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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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216. 原訟法庭押後法律程序的權力
 (1) 原訟法庭如接獲根據第 215條提出的申請，可將法律程序押

後，好讓令原訟法庭滿意的安排得以作出，以保障持異議的
成員或持異議的債權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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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原訟法庭可作出它認為合宜的指示及命令，以利便作出或執
行任何上述安排。

217. 原訟法庭確認或撤銷特別決議的權力
 (1) 原訟法庭如接獲根據第 215條提出的申請，須作出確認或撤

銷有關的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的命令，並可按其認為合
適的條款及條件，作出該命令。

 (2) 原訟法庭如確認有關特別決議，可藉命令更改或延展——
 (a) 該項決議指明的任何日期或期間；或
 (b) 本分部任何適用於該項決議或股本減少的條文指明的任

何日期或期間。
 (3) 如原訟法庭認為合適，有關命令可——

 (a) 就公司回購其任何成員的股份及就公司股本據此減少一
事，作出規定；

 (b) 就保障公司的成員或債權人的權益，作出規定；
 (c) 對公司的章程細則作出因上述規定而需作出的更改；
 (d) 規定公司不得對其章程細則作出任何更改或任何指明的

更改。
 (4) 如原訟法庭的命令規定，公司不得對其章程細則作出任何更

改或任何指明的更改，則公司無權在未獲原訟法庭的許可下
作出該更改。

 (5) 原訟法庭根據本條具有的權力，不局限其根據第 216條具有
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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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公司將原訟法庭命令的文本交付處長
 (1) 公司須在原訟法庭作出第 217條所指的命令後的 14日內，

或在原訟法庭命令的任何較長限期內，將該命令的正式文本
交付處長登記。
附註——

如原訟法庭的命令對公司的章程細則作出更改，則該公司亦須根據第 91條，
將該項更改通知處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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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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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219. 登記申報表︰無人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的情況
 (1) 如——

 (a) 無人根據第 215條就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提出申請；
及

 (b) 公司在該項決議的日期後的 5個星期後並在該項決議的
日期後的 7個星期之前的期間內，將符合第 (2)款的申
報表交付處長，

則處長須登記該申報表。
附註——

1. 有關特別決議及股本減少，在處長登記有關申報表時生效 (見第
210(2)條 )。

2. 公司亦須在有關特別決議通過後的 14日內，將該項決議的文本交付
處長 (見第 612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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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公司的章程細則被特別決議更改，公司亦須在該項更改生效後的
14日內，將該項更改通知處長 (見第 83條 )。

 (2) 有關申報表須——
 (a) 符合指明格式；
 (b) 載有股本減少的詳情；及
 (c) 載有一項以緊接股本減少後的時間的狀況為準的股本說

明，該說明須符合第 196條。

220. 登記申報表︰有人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的情況
 (1) 如——

 (a) 有人根據第 215條就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提出申請；
 (b) 有以下其中一種情況——

 (i) 原訟法庭根據第 217條作出確認該項決議的命令；
或

 (ii) 關於該項申請的法律程序，在沒有原訟法庭裁定下
結束 (例如該項申請被撤回 )；及

 (c) 公司——
 (i) 在作出該項命令後的 14日內，或在原訟法庭命令

的任何較長限期內；或
 (ii) 在法律程序於沒有原訟法庭裁定下結束後的 14日

內，或如有多於一項該等法律程序，在該等法律程
序中的最後一項如此結束後的 14日內，

將符合第 (2)款的申報表交付處長，
則處長須登記該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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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有關特別決議及股本減少，在處長登記有關申報表時生效 (見第
210(2)條 )。

2. 公司亦須在有關特別決議通過後的 14日內，將該項決議的文本交付
處長 (見第 612條 )，及在原訟法庭作出命令後的 14日內，或在原訟
法庭命令的任何較長限期內，將該項命令的正式文本交付處長登記 (見
第 218條 )。

 (2) 有關申報表須——
 (a) 符合指明格式；
 (b) 載有股本減少的詳情；及
 (c) 載有一項以緊接股本減少後的時間的狀況為準的股本說

明，該說明須符合第 196條。

第 3次分部

經原訟法庭確認的股本減少

221. 特別決議及向原訟法庭提出要求議決確認股本減少的申請
 (1) 公司可根據本次分部，通過一項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

並可藉呈請書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發出一項確認股本
減少的命令。

 (2) 除非原訟法庭另有指示，否則如建議的股本減少涉及以下其
中一項事宜，則第222條 (債權人有權反對股本減少 )適用——

 (a) 減輕在未繳款股本方面的法律責任；或
 (b) 付款予持有任何已繳款股本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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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訟法庭在顧及有關個案的任何特殊情況後，如認為恰當，
可指示第 222條不適用於某類別或某些類別的債權人。

 (4) 原訟法庭可指示第 222條在任何其他情況下適用。

222. 債權人有權反對股本減少
 (1) 如本條適用 (見第 221(2)及 (4)條 )，在以下情況下公司債權

人有權反對股本減少：該債權人在原訟法庭指定的日期有權
追討任何債項或提出任何申索，而該債項或申索是假使該公
司在該日期展開清盤，是會獲原訟法庭接納為針對該公司的
證據者。

 (2) 原訟法庭須擬備一份有權反對的債權人的名單。
 (3) 為上述目的，原訟法庭——

 (a) 須盡可能在沒有規定任何債權人提出申請的情況下，確
定該等債權人的姓名或名稱、其債項或申索的性質及款
額；及

 (b) 可刊登公告，為並非名列該名單的債權人要求將其姓名
或名稱列入該名單，或將該債權人排除於就股本減少提
出反對的權利之外，訂定一個如此行事的限期或最後日
期。

 (4) 如任何名列有關名單的債權人的債項或申索未獲清償或尚未
終結，而該債權人並不同意股本減少，則原訟法庭如認為合
適，可在公司保證償付該人的債項或申索的前提下，免除該
債權人的同意。

 (5) 為上述目的，有關債項或申索須藉撥付 (按原訟法庭指示 )
下述款額而獲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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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如公司承認該債項或申索的全數款額，或雖不承認卻
願為之提供款項 )該債項或申索的全數款額；或

 (b) (如公司既不承認該債項或申索的全數款額，又不願為
之提供款項，或如該筆款額是待確定的或是未經確定的 )
原訟法庭在猶如該公司正由原訟法庭清盤的情況下作出
查訊及判定後釐定的款額。

223. 與債權人名單有關的罪行
 (1) 公司的高級人員不得——

 (a) 蓄意或罔顧實情地——
 (i) 隱匿有權反對股本減少的債權人的姓名或名稱；或
 (ii) 就債項的性質或款額或對債權人的申索，作出失實

陳述；或
 (b) 明知而參與任何上述隱匿或失實陳述的作出。

 (2) 任何人違反第 (1)款，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50,000及監禁 2年；

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

224. 確認股本減少的原訟法庭命令
 (1) 原訟法庭如接獲根據第 221條藉呈請書提出的申請，可按其

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作出一項確認股本減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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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除非原訟法庭就根據第 222條有權反對股本減少的每名公司
債權人而言，信納——

 (a) 已取得該債權人的同意；或
 (b) 該債權人的債項或申索已獲清償、已告終結或已獲給予

保證，
否則原訟法庭不得確認該項股本減少。

225. 將命令、紀錄及申報表登記
 (1) 如——

 (a) 原訟法庭根據第 224條，作出一項確認股本減少的命令；
及

 (b) 有關公司在原訟法庭作出該命令後的 14日內，或在原
訟法庭命令的任何較長限期內，將下述文件交付處長——

 (i) 該命令的正式文本一份；
 (ii) 符合第 (2)款並經原訟法庭批准的紀錄一份；及
 (iii) 符合第 (3)款的申報表一份，
則處長須將該命令、紀錄及申報表登記。
附註——

如原訟法庭的命令對公司的章程細則作出更改，則該公司亦須根據第 91條，
將該項更改通知處長。

 (2) 有關紀錄須就經有關命令更改的公司股本而述明——
 (a) 股本額；
 (b) 公司所發行的股份的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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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每股股份的股款款額；及
 (d) 每股股份已繳付的股款款額及 (如有的話 )尚未繳付的

股款款額。
 (3) 有關申報表須——

 (a) 符合指明格式；
 (b) 藉提述有關命令、紀錄或其他文件，載有股本減少的詳

情；及
 (c) 載有一項以緊接股本減少後的時間的狀況為準的股本說

明，該說明須符合第 196條。
 (4) 獲有關命令確認的有關特別決議，在處長登記該項命令、紀

錄及申報表時，即告生效。
 (5) 有關登記的公告，須以原訟法庭指示的方式發表。

226. 登記證明書
 (1) 處長須核證根據第 225條就有關命令、紀錄及申報表作出的

登記。
 (2) 上述證明書須由處長簽署或印有其簽署。
 (3) 上述證明書是以下事宜的確證——

 (a) 本條例中關於股本減少的規定已獲遵守；及
 (b) 公司股本為該份紀錄所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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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對不在債權人名單的債權人的法律責任
 (1) 如——

 (a) 一名有權反對經原訟法庭根據第 224條確認的股本減少
的債權人——

 (i) 因為不知悉關於該項股本減少的法律程序，而未有
名列債權人名單；或

 (ii) 因為不知悉該法律程序的性質或對該債權人的債項
或申索的影響，而未有名列債權人名單；及

 (b) 公司在股本減少後，無能力償付該項債項或申索，
則本條適用於該項股本減少。

 (2) 如有關命令確認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任何在登記該項
命令當日屬公司成員的人，均有法律責任分擔提供款項償付
有關債項或申索，分擔額不超過假使公司已在該日期之前一
日展開清盤該人便會有法律責任分擔支付的款額。

 (3) 如公司清盤，原訟法庭如接獲上述債權人的申請及第 (1)(a)
款提述的債權人不知悉事宜的證明，並認為合適，可——

 (a) 擬定一份根據本條有法律責任分擔提供款項的人的名單；
並

 (b) 針對他們作出及強制執行催繳，以及作出及強制執行命
令，猶如他們是一宗清盤案中的普通分擔人一樣。

 (4) 本條並不影響分擔人彼此之間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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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分部

股份贖回及股份回購

第 1次分部

導言

228. 本分部的適用範圍
本分部適用於——

 (a) 股份有限公司；及
 (b) 於 2004年 2月 13日之前根據《舊有公司條例》組成或成

為有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的公司。

第 2次分部

可贖回股份

229. 發行可贖回股份
 (1) 除第 (2)及 (3)款另有規定外，公司可發行可贖回股份。
 (2) 公司的章程細則可禁止或限制可贖回股份的發行。
 (3) 公司如無不屬可贖回股份的已發行股份，則不得發行可贖回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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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股份贖回的條款、條件及方式
 (1) 公司董事如——

 (a) 獲公司的章程細則授權；或
 (b) 獲公司決議授權，

可決定股份贖回的條款、條件及方式。
 (2) 即使根據第 (1)(b)款提出的決議修改公司的章程細則，該項

決議仍可作為普通決議通過。
 (3) 如有關董事獲授權根據第 (1)款決定股份贖回的條款、條件

及方式——
 (a) 他們須在該等股份配發前如此行事；及
 (b) 公司在股本說明中述明附於該等股份的權利的責任，延

伸至股份贖回的條款、條件及方式。
 (4) 如有關董事並非根據第 (1)款獲授權，股份贖回的條款、條

件及方式，須在公司的章程細則內述明。

第 3次分部

股份回購

231. 公司回購本身股份的一般權力
 (1) 除第 (2)及 (3)款另有規定外及在第 6次分部的規限下，公

司——
 (a) 如屬上市公司，可按照第 4次分部回購本身的股份；
 (b) 如屬非上市公司，可按照第 5次分部回購本身的股份。

 (2) 公司的章程細則可禁止或限制該公司回購本身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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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公司回購本身的股份，會導致該公司不再有任何成員持有
可贖回股份以外的股份，則該公司不得回購本身的股份。
附註——

第 262(5)條規定任何違反第 (3)款的股份回購，均屬無效。

232. 股份回購合約的保留及查閱
 (1) 本條適用於——

 (a) 根據第 235條獲授權訂立回購本身股份的合約的上市公
司；及

 (b) 根據——
 (i) 第 239條獲授權訂立回購本身股份的合約的非上市

公司；
 (ii) 第 242條獲授權同意更改回購本身股份的合約的非

上市公司；
 (iii) 第 246條獲授權同意放棄回購本身股份的合約下的

權利的非上市公司；或
 (iv) 第 249條獲授權同意更改放棄回購本身股份的合約

下的權利的協議的非上市公司。
 (2) 公司須在其註冊辦事處或在根據第 648條訂立的規例訂明的

地方，備存——
 (a) (如有關合約或協議採用書面形式 )該合約或協議的文

本一份；及
 (b) (如該合約或協議並非採用書面形式 )該合約或協議的

條款的備忘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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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述文本或備忘錄須由該合約或協議協定時開始備存，直至
根據該合約完成回購所有股份的日期或由該合約以其他方式
終止的日期起計的 10年期間結束為止。

 (4) 在不抵觸第 (5)款的條文下，公司須在辦公時間內，提供上
述文本或備忘錄供下述人士免費查閱——

 (a) 其成員；及
 (b) (如屬上市公司 )任何其他人。

 (5) 公司可藉決議，對提供上述文本或備忘錄供查閱施加合理限
制，但前提是每日容許供查閱的時間，不得少於 2小時。

 (6) 如公司違反第 (2)或 (3)款，或如根據第 (4)款所規定的查閱
遭拒絕，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各處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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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7) 如第 (4)款所規定的查閱遭拒絕，原訟法庭可藉命令規定公
司准許有關的人作即時查閱。

 (8) 在本條中——
合約 (contract)包括待確定回購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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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次分部

股份回購：上市公司

233. 根據公開要約進行的股份回購
 (1) 上市公司可根據一項公開要約回購本身的股份，但該要約須

事先獲該公司的決議授權。
 (2) 上述公司須在建議的決議的通知內，包括——

 (a) 載有建議的公開要約的文件的文本；及
 (b) 由該公司董事簽署的陳述，該陳述須載有會使一個合乎

常理的人能夠對該要約的利弊得出言之成理而有理可據
的意見的資料。

 (3) 如根據建議的公開要約，公司某成員有可能根據第 13部第
5分部 (在作出回購股份的公開要約後強制購入股份 )被強
制將其股份處置，則——

 (a) 該公司須委任一名獨立投資顧問，就該要約的利弊向可
能受強制處置影響的成員提供意見；及

 (b) 授權作出該要約的決議，須屬不售股成員沒有參與表決
的特別決議。

 (4) 符合以下條件的人，方有資格獲委任為第 (3)(a)款所指的投
資顧問——

 (a) 該人是一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 )第 V部
獲發牌經營就證券提供意見或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的業
務的法團，或是根據該條例第 V部獲註冊經營該等業務
的認可財務機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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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該人既非——
 (i) 作出有關的公開要約的公司的成員、高級人員、幕

後董事或僱員或其有聯繫公司的成員、高級人員、
幕後董事或僱員；亦非

 (ii) 作出該要約的公司的有聯繫公司。
 (5) 就第 (3)(b)款提述的特別決議而言——

 (a) 不售股成員不僅因為以投票方式參與表決該項決議應否
通過才視為有參與表決，該成員以投票以外的方式就該
項決議作出表決亦視為有參與表決；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6) 在本條中——
不售股成員 (non-tendering member)具有第 694條給予該詞的涵

義；
公開要約 (general offer)具有第 696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234. 在認可證券市場或核准證券交易所進行的股份回購
 (1) 上市公司可在事先獲該公司的決議授權下，在認可證券市場

或核准證券交易所回購本身的股份。
 (2) 上述公司須在建議的決議的通知內，包括建議的回購的條款

的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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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授權本條所指的回購的決議，於在有關公司下一次周年成員
大會的日期屆滿的期間內有效，而該期間可由該公司在該大
會上延長至再下一次周年成員大會的日期為止。

 (4) 在本條中——
核准證券交易所 (approved stock exchange)指——

 (a) 監察機關；及
 (b) (如有關股份是在某認可證券市場上市的 )營辦該市場

的認可交易所，
為本條的施行而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核准的證券交易所。

235. 並非根據第 233或 234條進行的股份回購
 (1) 上市公司可並非根據第 233或 234條而回購本身的股份，但

前提是回購股份合約須事先獲特別決議授權。
 (2) 上述合約可採用待確定回購合約的形式。
 (3) 上述公司須在建議的特別決議的通知內，包括——

 (a) 建議合約的文本或 (如該合約並非採用書面形式 )該合
約的條款的備忘錄；及

 (b) 符合以下規定的由該公司董事簽署的陳述：該等董事在
簽署該陳述前，已對持有該合約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
員，進行妥善而盡職的查訊，而該陳述須載有會使一個
合乎常理的人能夠對該合約的利弊得出言之成理而有理
可據的意見的資料。

 (4) 如有以下情況，則本條所指的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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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任何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行使該等
股份所附有的表決權；而

 (b) 假使該成員沒有如此行事，該項決議便不會通過。
 (5) 就第 (4)款而言——

 (a) 持有有關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成員，不僅因為在就該項
決議應否通過的問題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才被視為行使
該等股份所附有的表決權，該成員就該項決議以投票以
外的方式表決，亦須視為行使該表決權；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6) 如第 (5)(b)款提述的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遭拒絕，則本條
所指的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236. 豁免
 (1) 監察機關可在其認為合適的條件規限下，豁免任何上市公司，

使其無須受第 233、234或 235條的任何條文規限。
 (2) 監察機關可——

 (a) 以規限豁免的條件不獲遵從為理由，或以其認為合適的
任何其他理由，暫時中止或撤回根據第 (1)款批予的豁
免；或

 (b) 更改根據第 (1)款施加的任何條件。



第 5部—第 4分部—第 5次分部
第 239條

《公司條例草案》

C542

237. 不得轉讓回購本身股份的權利
上市公司的下述權利均不能轉讓——

 (a) 在根據第 233條獲授權的公開要約下所具有的權利；
 (b) 按根據第 234條獲授權的在認可證券市場或核准證券交

易所進行的回購而具有的權利；
 (c) 在根據第 235條獲授權的合約下所具有的權利。

附註——

根據第 235條授權的合約，包括根據該條授權的待確定回購合約 (見第
235(2)條 )。

238. 放棄回購本身股份的權利
 (1) 凡上市公司訂立協議，放棄它在根據第 235條獲授權的合約

下的權利，或放棄它在根據第 233條獲授權的公開要約下的
權利，則除非該項協議的條款事先獲特別決議授權，否則該
協議屬無效。

 (2) 第 235(3)、(4)、(5)及 (6)條適用於對建議的放棄權利協議的
授權，一如其適用於第 235條所指的對建議的合約的授權。

第 5次分部

股份回購：非上市公司

239. 根據合約進行的股份回購
 (1) 非上市公司可根據一項合約回購本身的股份，但該合約須事

先獲特別決議授權。
 (2) 上述合約可採用待確定回購合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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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合約的授權，可藉特別決議更改、撤銷或不時重訂。
 (4) 任何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對合約的授權的特別決議，

均受第 240及 241條規限。

240. 合約的授權的決議︰披露合約的細節
 (1) 本條就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39條所指的合約的

授權的特別決議而適用。
 (2) 採用書面形式的建議合約的文本，或列明並非採用書面形式

的建議合約的條款的備忘錄，須以下述方式提供予有關成
員——

 (a) (如屬書面決議 )在建議決議送交公司的所有成員之時
或之前，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送交該公司的每名成員；
或

 (b) (如屬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決議 )在——
 (i) 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在根據第 648條訂立的規例訂

明的地方，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為期不少於在該會議的日期結束的 15日期間；
及

 (ii) 該會議上，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

 (3) 第 (2)款提述的備忘錄，須載有持有建議合約所關乎的股份
的成員的姓名或名稱。

 (4) 根據第 (2)款提供的建議合約的文本，須附有一份備忘錄，
指明任何沒有在該合約內出現的上述姓名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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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本條的規定不獲遵守，則有關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241. 合約的授權的決議︰行使表決權
 (1) 本條適用於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39條所指的合

約的授權的特別決議。
 (2)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出的，則就第 12部第

1分部第 2次分部 (書面決議 )而言，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
的股份的成員，就該等股份而言不屬合資格成員。

 (3)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則該項決議在下述
情況下，不具有效力——

 (a) 任何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行使該等
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而

 (b) 假使該成員沒有如此行事，該項決議便不會通過。
 (4) 就第 (3)款而言——

 (a) 持有有關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成員，不僅因為在就該項
決議應否通過的問題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才被視為行使
該等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該成員就該項決議以投票以
外的方式表決，亦須視為行使該表決權；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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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第 (4)(b)款提述的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遭拒絕，則有關
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242. 更改獲授權合約
 (1) 非上市公司可同意更改根據第 239條授權的合約，但該更改

協議須事先獲特別決議授權。
 (2) 對更改協議的授權，可藉特別決議更改、撤銷或不時重訂。
 (3) 任何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對更改協議的授權的特別

決議，均受第 243及 244條規限。

243. 授權更改協議的決議︰披露更改的細節
 (1) 本條就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42條所指的更改協

議的授權的特別決議而適用。
 (2) 採用書面形式的建議更改協議的文本，或列明並非採用書面

形式的建議更改協議的細節的備忘錄，須以下述方式提供予
有關成員——

 (a) (如屬書面決議 )在建議決議送交公司的所有成員之時
或之前，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送交該公司的每名成員；
或

 (b) (如屬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決議 )在——
 (i) 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在根據第 648條訂立的規例訂

明的地方，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為期不少於在該會議的日期結束的 15日期間；
及

 (ii) 該會議上，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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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有合約或備忘錄的文本，連同先前作出的任何更改，亦須
按照第 (2)款提供予成員。

 (4) 第 (2)款提述的備忘錄，須載有持有建議更改協議所關乎的
股份的成員的姓名或名稱。

 (5) 根據第 (2)款提供的建議更改協議的文本，須附有一份備忘
錄，指明任何沒有在該協議內出現的上述姓名或名稱。

 (6) 如本條的規定不獲遵守，則有關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244. 授權更改協議的決議︰行使表決權
 (1) 本條適用於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42條所指的更

改協議的授權的特別決議。
 (2)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出的，則就第 12部

第 1分部第 2次分部 (書面決議 )而言，持有該項決議所關
乎的股份的成員，就該等股份而言不屬合資格成員。

 (3)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則該項決議在下述
情況下，不具有效力——

 (a) 任何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行使該等
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而

 (b) 假使該成員沒有如此行事，該項決議便不會通過。
 (4) 就第 (3)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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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持有有關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成員，不僅因為在就該項
決議應否通過的問題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才被視為行使
該等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該成員就該項決議以投票以
外的方式表決，亦須視為行使該表決權；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5) 如第 (4)(b)款提述的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遭拒絕，則有關
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245. 不得轉讓回購本身股份的權利
非上市公司在根據第 239條獲授權的合約 (根據第 242條不時更
改者 )下所具有的權利，均不能轉讓。

246. 放棄回購本身股份的權利
 (1) 凡非上市公司訂立協議，放棄它在根據第 239條獲授權的合

約 (根據第 242條不時更改者 )下的權利，則除非該項協議
的條款事先獲特別決議授權，否則該協議屬無效。

 (2) 對放棄權利協議的授權，可藉特別決議更改、撤銷或不時重
訂。

 (3) 任何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對放棄權利協議的授權的
特別決議，均受第 247及 248條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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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授權放棄權利的決議︰披露放棄的細節
 (1) 本條就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46條所指的放棄權

利協議的授權的特別決議而適用。
 (2) 採用書面形式的建議放棄權利協議的文本，或列明並非採用

書面形式的建議放棄權利協議的細節的備忘錄，須以下述方
式提供予有關成員——

 (a) (如屬書面決議 )在建議決議送交公司的所有成員之時
或之前，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送交該公司的每名成員；
或

 (b) (如屬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決議 )在——
 (i) 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在根據第 648條訂立的規例訂

明的地方，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為期不少於在該會議的日期結束的 15日期間；
及

 (ii) 該會議上，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

 (3) 原有合約或備忘錄的文本，連同先前作出的任何更改，亦須
按照第 (2)款提供予成員。

 (4) 第 (2)款提述的備忘錄，須載有持有建議放棄權利協議所關
乎的股份的成員的姓名或名稱。

 (5) 根據第 (2)款提供的建議放棄權利協議的文本，須附有一份
備忘錄，指明任何沒有在該協議內出現的上述姓名或名稱。

 (6) 如本條的規定不獲遵守，則有關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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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授權放棄權利的決議︰行使表決權
 (1) 本條適用於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46條所指的放

棄權利協議的授權的特別決議。
 (2)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出的，則就第 12部

第 1分部第 2次分部 (書面決議 )而言，持有該項決議所關
乎的股份的成員，就該等股份而言不屬合資格成員。

 (3)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則該項決議在下述
情況下，不具有效力——

 (a) 任何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行使該等
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而

 (b) 假使該成員沒有如此行事，該項決議便不會通過。
 (4) 就第 (3)款而言——

 (a) 持有有關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成員，不僅因為在就該項
決議應否通過的問題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才被視為行使
該等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該成員就該項決議以投票以
外的方式表決，亦須視為行使該表決權；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5) 如第 (4)(b)款提述的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遭拒絕，則有關
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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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更改放棄回購本身股份的權利
 (1) 非上市公司可同意更改根據第 246條授權的放棄權利協議，

但該更改協議須事先獲特別決議授權。
 (2) 對更改協議的授權，可藉特別決議更改、撤銷或不時重訂。
 (3) 任何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對更改協議的授權的特別

決議，均受第 250及 251條規限。

250. 授權更改放棄權利的決議︰披露更改的細節
 (1) 本條就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49條所指的更改協

議的授權的特別決議而適用。
 (2) 採用書面形式的建議更改協議的文本，或列明並非採用書面

形式的建議更改協議的細節的備忘錄，須以下述方式提供予
有關成員——

 (a) (如屬書面決議 )在建議決議送交公司的所有成員之時
或之前，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送交該公司的每名成員；
或

 (b) (如屬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決議 )在——
 (i) 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在根據第 648條訂立的規例訂

明的地方，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為期不少於在該會議的日期結束的 15日期間；
及

 (ii) 該會議上，將上述文本或備忘錄提供予公司成員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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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有放棄協議或備忘錄的文本，連同先前作出的任何更改，
亦須按照第 (2)款提供予成員。

 (4) 第 (2)款提述的備忘錄，須載有持有建議更改協議所關乎的
股份的成員的姓名或名稱。

 (5) 根據第 (2)款提供的建議更改協議的文本，須附有一份備忘
錄，指明任何沒有在該協議內出現的上述姓名或名稱。

 (6) 如本條的規定不獲遵守，則有關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251. 授權更改放棄權利的決議︰行使表決權
 (1) 本條適用於關於授予、更改、撤銷或重訂第 249條所指的更

改協議的授權的特別決議。
 (2)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出的，則就第 12部第

1分部第 2次分部 (書面決議 )而言，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
的股份的成員，就該等股份而言不屬合資格成員。

 (3)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則該項決議在下述
情況下，不具有效力——

 (a) 任何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行使該等
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而

 (b) 假使該成員沒有如此行事，該項決議便不會通過。
 (4) 就第 (3)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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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持有有關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成員，不僅因為在就該項
決議應否通過的問題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才被視為行使
該等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該成員就該項決議以投票以
外的方式表決，亦須視為行使該表決權；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5) 如第 (4)(b)款提述的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遭拒絕，則有關
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第 6次分部

為贖回及回購股份作出的付款

252. 為贖回或回購作出的付款
 (1) 某公司如贖回或回購本身的股份，須在贖回或回購時為該等

股份付款。
 (2) 除第 (3)及 (4)款另有規定外，某公司可就贖回或回購本身

的股份——
 (a) 從該公司的可分派利潤中撥款作付款；
 (b) 從為贖回或回購股份的目的而發行新股份所得收益中撥

款作付款；或
 (c) 按照本次分部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

 (3) 上市公司不得就根據第 234條在認可證券市場或在核准證券
交易所回購本身的股份，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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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第 (5)款提述的付款只可由公司——
 (a) 從該公司的可分派利潤中撥款作出；或
 (b) 按照本次分部從資本中撥款作出。

 (5) 第 (4)款適用於公司作出付款作為交換以下任何一項的代
價——

 (a) 該公司購入關於根據第 4或 5次分部回購本身股份的任
何權利；

 (b) 根據第 5次分部授權的合約更改；或
 (c) 解除該公司根據第 4或 5次分部回購本身的股份的任何

責任，或更改該項解除。

253. 關於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
 (1) 除第 252(3)條另有規定外，某公司可就贖回或回購本身的股

份，按照本次分部藉特別決議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
 (2) 在不抵觸第 258條的條文下，就贖回或回購股份而從資本中

撥款作付款，須在有關特別決議的日期後的 5個星期之後並
在該項決議的日期後的 7個星期之前的期間內作出。
附註——

原訟法庭有權更改或延展此期間 (見第 260條 )。

254. 關於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償付能力陳述
 (1) 公司所有董事須就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一事，作出符合第

2分部的償付能力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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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議決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須在作出償付能力陳
述的日期後的 15日內通過。

 (3)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出的，則償付能力陳述
的文本須在該項決議送交公司成員之時或之前，送交公司每
名成員。

 (4) 如有關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的，則須在該會議上，
備有償付能力陳述的文本，供與會的成員查閱。

 (5) 如第 (3)或 (4)款 (視何者適用而定 )不獲遵守，則有關特別
決議不具有效力。

255. 特別決議︰行使表決權
 (1) 如關於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是以書面決議形式提

出的，則就第 12部第 1分部第 2次分部 (書面決議 )而言，
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就該等股份而言不
屬合資格成員。

 (2) 如關於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是建議在會議上通過
的，則該項決議在下述情況下，不具有效力——

 (a) 任何持有該項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公司成員，行使該等
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而

 (b) 假使該成員沒有如此行事，該項決議便不會通過。
 (3) 就第 (2)款而言——

 (a) 持有有關決議所關乎的股份的成員，不僅因為在就該項
決議應否通過的問題上以投票方式表決，才被視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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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股份所帶有的表決權，該成員就該項決議以投票以
外的方式表決，亦須視為行使該表決權；

 (b) 有關公司的任何成員均可要求就該問題以投票方式表決；
及

 (c) 由成員的投票代表表決或提出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等
同由該成員親自表決或親自提出要求。

 (4) 如第 (3)(b)款提述的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遭拒絕，則有關
特別決議不具有效力。

 (5) 本條不適用於由上市公司按照第 233條根據一項公開要約進
行的回購股份。

256. 關於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公告
 (1) 在通過議決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的星期後的一個

星期終結前，公司須在憲報刊登公告——
 (a) 述明公司已批准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
 (b) 指明該項付款的款額，以及該項特別決議的日期；
 (c) 述明可在何處查閱該項特別決議及有關償付能力陳述；

及
 (d) 述明沒有同意或沒有表決贊成該項特別決議的公司成員

或公司債權人，可在該項決議的日期後的 5個星期內，
根據第 258條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該項決議。

 (2) 公司亦須在通過議決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的星期
後的一個星期終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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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最少一份指明中文報章及最少一份指明英文報章上，
刊登與第 (1)款所指的公告的內容具相同意思的公告；
或

 (b) 向其每名債權人發出具該意思的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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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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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4) 公司須在以下日期或之前，將償付能力陳述的文本交付處長
登記——

 (a) 公司根據第 (1)款刊登有關公告的日期；或
 (b) (如早於 (a)段所指的日期 )公司根據第 (2)款首次刊登

有關公告的日期，或首次向債權人發出通知的日期。
 (5) 如公司違反第 (4)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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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257. 特別決議及償付能力陳述的查閱
 (1) 公司須確保議決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及就該項

決議作出的償付能力陳述，備存於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備
存於根據第 648條訂立的規例訂明的地點，備存期間——

 (a) 於——
 (i) 公司根據第 256(1)條刊登有關公告的日期開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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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如早於第 (i)節所指的日期 )公司根據第 256(2)條
首次刊登有關公告的日期，或首次向債權人發出通
知的日期開始；並

 (b) 於該項特別決議的日期後的 5個星期結束。
 (2) 公司須准許其成員或債權人，在第 (1)款所述期間，於辦公

時間內，免費查閱有關特別決議及償付能力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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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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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4) 如公司違反第 (2)款，原訟法庭可藉命令規定該公司准許有
關的人作即時查閱。

258. 成員或債權人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在議決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

決議的日期後的 5個星期內，公司成員或債權人可向原訟法
庭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該項決議。

 (2) 同意或表決贊成有關決議的成員，無權提出上述申請。
 (3) 有權提出申請的人，可藉書面方式，委任他們當中的任何一

人或多於一人，代表所有作出該項委任的人提出申請。
 (4) 如有人根據本條提出申請——

 (a) 申請人須盡快將申請書送達有關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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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該公司須在申請書送達該公司的日期後的 7日內，向處
長發出關於該項申請的通知，該通知須符合指明格式。

 (5) 如公司違反第 (4)(b)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
可各處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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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259. 原訟法庭押後法律程序的權力
 (1) 原訟法庭如接獲根據第 258條提出的申請，可將法律程序押

後，好讓令原訟法庭滿意的安排得以作出，以保障持異議的
成員或持異議的債權人的權益。

 (2) 原訟法庭可作出它認為合宜的指示及命令，以利便作出或執
行任何上述安排。

260. 原訟法庭確認或撤銷特別決議的權力
 (1) 原訟法庭如接獲根據第 258條提出的申請，須作出確認或撤

銷有關的議決從資本中撥款作付款的特別決議的命令，並可
按其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作出該命令。

 (2) 原訟法庭如確認有關特別決議，可藉命令更改或延展——
 (a) 該項決議指明的任何日期或期間；或
 (b) 本分部任何適用於該項決議、從資本中撥款作有關付款、

有關贖回或回購股份的條文指明的任何日期或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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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原訟法庭認為合適，有關命令可——
 (a) 就公司回購其任何成員的股份及就公司股本據此減少一

事，作出規定；
 (b) 就保障公司的成員或債權人的權益，作出規定；
 (c) 對公司的章程細則作出因上述規定而需作出的更改；
 (d) 規定公司不得對其章程細則作出任何更改或任何指明的

更改。
 (4) 如原訟法庭的命令規定，公司不得對其章程細則作出任何更

改或任何指明的更改，則公司無權在未獲原訟法庭的許可下
作出該更改。

 (5) 原訟法庭根據本條具有的權力，不局限其根據第 259條具有
的權力。

261. 公司將原訟法庭命令的文本交付處長
 (1) 公司須在原訟法庭作出第 260條所指的命令後的 14日內，

或在原訟法庭命令的任何較長限期內，將該命令的正式文本
交付處長登記。
附註——

如原訟法庭的命令對公司的章程細則作出更改，則該公司亦須根據第 91條，
將該項更改通知處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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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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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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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次分部

一般條文

262. 對購入本身股份的一般禁止
 (1) 除本條例有所規定外，公司不得以贖回、回購、認購或其他

方式，購入本身的股份。
 (2) 如公司違反第 (1)款，下述的人即屬犯罪——

 (a) 該公司；
 (b) 該公司的每名責任人；及
 (c) 明知而准許違反該條的該公司每名不售股成員 (第

694條所界定者 )。
 (3) 任何人犯第 (2)款所訂的罪行——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250,000及監禁 5年；
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50,000及監禁12個月。
 (4) 除第 (5)款另有規定外及在第 14部第 2分部 (對不公平地損

害成員權益的補救 )的規限下，公司根據本分部進行的股份
贖回或股份回購，並不僅因本分部不獲遵守而屬無效。

 (5) 任何違反第 231(3)條的股份回購，均屬無效。

263. 不得贖回或回購未繳股款或部分已繳股款的股份
公司不可贖回或回購本身的股份，但如股份屬已繳足款股份，則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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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贖回或回購股份的效力
 (1) 根據本分部贖回或回購的股份，須視為在贖回或回購時被註

銷。
 (2) 如公司在贖回或回購本身的股份時，是——

 (a) 從資本中撥款贖回或回購的，則公司須減少其股本的款
額；

 (b) 從利潤中撥款贖回或回購的，則公司須減少其利潤的款
額；或

 (c) 從資本及利潤兩者中撥款贖回或回購的，則公司須按比
例減少其股本及利潤的款額，

而減幅相等於該公司繳付的該等股份的價格的總額。

265. 在贖回或回購前發行新股份
 (1) 如公司即將贖回或回購本身的股份，該公司可發行股份，其

價值可達即將贖回或回購的股份的價值，猶如該等股份從未
發行一樣。

 (2) 如所贖回或回購的股份，是在根據第 (1)款發出新股份後一
個月內贖回或回購的，則公司無需根據第 137(3)條，就該等
新股份的配發申報書繳付任何費用。

266. 贖回或回購股份申報表
 (1) 根據本分部贖回或回購任何股份的公司，須在該等股份交付

該公司的日期後的 14日內，將申報表交付處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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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述申報表——
 (a) 須符合指明格式；
 (b) 須就每一類別贖回或回購的股份，述明——

 (i) 該等股份的數目；及
 (ii) 該等股份交付該公司的日期；

 (c) 須載有一項以緊接贖回或回購股份後的時間的狀況為準
的股本說明，該說明須符合第 196條；

 (d) 如屬由上市公司交付登記，則亦須就每一類別贖回或回
購的股份述明——

 (i) 就該等股份繳付的最高及最低價格；及
 (ii) 該公司為該等股份繳付的總款額；及

 (e) 在贖回或回購所需資金是從資本中撥出的情況下，亦須
述明該項付款的詳情，包括付款日期及款額。

附註——

如有關股份贖回或回購導致更改公司的章程細則，則該公司亦須在該項更
改生效後的 14日內，將該項更改通知處長 (見第 83條 )。

 (3) 在不同日期並根據不同合約交付公司的股份的細節，可載列
於單一份申報表內。如有此情況，根據第 (2)(d)(ii)款規定須
述明的款額，是該公司就該申報表所關乎的全部股份繳付的
總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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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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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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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67. 公司沒有贖回或回購股份的後果
 (1) 如有以下情況，則本條適用——

 (a) 公司根據本分部發行可贖回股份；或
 (b) 公司根據本分部同意回購任何本身的股份。

 (2) 有關公司無需就其沒有贖回或沒有回購任何有關股份而承擔
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

 (3) 第 (2)款不損害股份持有人的任何權利，但股份持有人就公
司沒有贖回或沒有回購有關股份控告公司以申索損害賠償的
權利除外。

 (4) 如公司證明它不能就贖回或回購有關股份而從可分派利潤中
撥款作付款，則法院不得發出命令，強制公司履行贖回或回
購該等股份的條款。

268. 公司沒有贖回或回購股份對清盤的影響
 (1) 如有以下情況，則本條適用——

 (a) 公司——
 (i) 根據本分部發行可贖回股份；或
 (ii) 同意根據本分部回購任何本身的股份；

 (b) 該公司清盤；及
 (c) 在清盤展開時，仍有任何該等股份未贖回或未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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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關贖回或回購股份的條款，可針對公司強制執行。
 (3) 在以下情況下，第 (2)款不適用——

 (a) 有關贖回或回購股份的條款訂定，贖回或回購該等股份
的進行日期，是在清盤展開的日期後；或

 (b) 在——
 (i) 於贖回或回購該等股份的日期開始；並
 (ii) 於清盤展開之日結束，

的期間內，公司在任何時間均不能合法地就贖回或回購
該等股份從可分派利潤中撥款作付款。

 (4) 股份在根據第 (2)款贖回或回購時，即視為被註銷。
 (5) 相對於公司根據第 (2)款有法律責任就任何股份支付的款額，

以下項目須優先支付——
 (a) 公司的所有其他債項及債務 (成員以成員身分被拖欠的

債項及債務除外 )；及
 (b) (如其他股份附有權利 (不論是關於資本或關於收入方

面的權利 )，而該等權利較該等股份所附帶的關於資本
的權利優先 )為履行該等優先權利而須繳付的款額。

 (6) 除第 (5)款另有規定外，相對於須就履行成員作為成員的權
利 (不論是關於資本或關於收入方面的權利 )而支付予成員
的款額，根據第 (2)款須支付的款額，須優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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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根據《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 32章 )第 264A條，
公司債權人在公司償付所有其他債項後，方有權收取任何利
息，則就第 (5)款而言，公司的債項及債務，包括支付該項
利息的法律責任。

269. 藉訂立規例作出變通的權力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就下述任何事項對本分

部的任何條文作出變通——
 (a) 公司回購本身的股份所需的授權；
 (b) 公司放棄根據合約 (包括待確定回購合約 )回購本身的

股份的權利所需的授權；及
 (c) 公司就贖回或回購股份而交付處長的申報表須載有的資

料。
 (2) 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須經立法會批准。

第 5分部

對購入本身的股份的資助

第 1次分部

導言

270. 釋義
 (1) 在本分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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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liabilities)包括對為符合以下說明的債務或損失作出撥備屬
合理地需要的被保留的款額——

 (a) 相當可能會招致的債務或損失；或
 (b) 確定會招致但款額或產生日期仍未確定的債務或損失；
淨資產 (net assets)就根據本分部提供資助的公司而言，指公司資

產總額超出公司負債總額之數 (以緊接提供資助前公司的會
計紀錄所述明的資產額及負債額計算 )；

資助 (financial assistance) 指——
 (a) 藉饋贈而提供的資助；
 (b) 以下述方式而提供的資助——

 (i) 擔保、保證或彌償 (就彌償人本身的疏忽或失責而
作出的彌償除外 )；或

 (ii) 責任解除或寬免；
 (c) 以下述方式而提供的資助——

 (i) 貸款協議或任何其他協議，而根據該等協議，當於
協議另一方的責任按照協議仍未履行時，提供資助
的人的責任須予履行；或

 (ii) 第 (i)節提述的貸款協議或其他協議的約務更替，
或根據第 (i)節提述的貸款協議或其他協議而產生
的權利轉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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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任何公司在以下情況下提供的任何其他資助——
 (i) 公司淨資產會因提供該項資助而出現相當程度的減

少；或
 (ii) 該公司沒有淨資產。

 (2) 在本分部中——
 (a) 提述某人招致債務，包括該人藉訂立協議或安排 (不論

是否可強制執行，亦不論是否由該人獨自或連同他人訂
立 )或藉任何其他方法，而改變該人的財務狀況；及

 (b) 提述某公司為減少或解除某人因購入股份而招致的債務
而提供資助，包括該公司為使該人的財務狀況完全或部
分回復至購入進行前的狀況而提供資助。

第 2次分部

對為購入本身股份而提供資助的一般禁止

271. 禁止為購入股份或為減少或解除因購入招致的債務而提供資助
 (1) 除本分部有所規定外，如任何人正進行購入或正建議購入某

公司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在該項購入進行之前或同時，該
公司不得為該項購入而直接或間接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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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
 (a) 某人已購入某公司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而
 (b) 任何人為該項購入而招致債務，

則除本分部有所規定外，該公司不得為減少或解除該項債務，
而直接或間接提供資助。

 (3) 本條不適用於公司在以下情況下提供的資助︰該公司的控權
公司是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為法團的，而該公司提供資助的
目的，是為購入該控權公司的股份，或為減少或解除為該項
購入而招致的債務。

 (4) 如公司違反第 (1)或 (2)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
可各處罰款 $150,000及監禁 12個月。

272. 沒有遵守本分部的後果
如公司在違反本分部的情況下提供資助，則該項資助及與其有關
連的任何合約或交易的有效性，不得僅因該項違反而受影響。

附註——

有關公司及其責任人可犯違反本分部若干條文的罪行 (見例如第 271(4)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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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次分部

禁止的例外情況

273. 一般例外情況
本分部並不禁止任何以下事宜——

 (a) 公司的資產——
 (i) 以合法派發股息的形式分派；或
 (ii) 在該公司的清盤過程中分派；

 (b) 紅股的配發；
 (c) 公司股本按照第 3分部減少；
 (d) 按照第 4分部進行的公司贖回或回購本身的股份；
 (e) 按照第 13部第 2分部 (安排及妥協 )所指的法庭命令而

作出的任何事情；
 (f) 按根據《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 32章 )第

237條 (清盤人接受股份等作為出售公司財產的代價的
權力 )作出的安排而作出的任何事情；

 (g) 根據一項由公司與其債權人訂立並因《公司 (清盤及雜
項條文 )條例》(第 32章 )第 254條 (債務償還安排何時
對債權人有約束力 )而對該等債權人具約束力的債務償
還安排而作出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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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主要目的的例外情況
如符合以下條件，本分部並不禁止公司為購入其股份或其控權公
司的股份而提供資助，或為減少或解除為該項購入而招致的債務
而提供資助——

 (a) 以下兩者其中之一——
 (i) 該公司提供資助的主要目的，並非是為購入其股份

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亦非為減少或解除為該項購
入而招致的債務；或

 (ii) 為購入該公司的股份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而提供資
助，或為減少或解除為該項購入而招致的債務而提
供的資助，僅屬該公司某些其他較大目的之附帶部
分；及

 (b) 資助是真誠地為了該公司的利益而提供的。

275. 貸款業務的例外情況
在第 278條的規限下，本分部並不禁止以借出款項為其通常業務
一部分的公司在通常業務運作中借出款項。

276. 僱員參股計劃的例外情況
 (1) 在第 278條的規限下，本分部並不禁止——

 (a) 公司真誠地為了該公司的利益，而為僱員參股計劃的目
的提供資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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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某公司 (出資公司 )為本身或與其同屬一個公司集團成
員的另一公司為有關目的而作出的任何事情而提供資助，
或在與該等事情有關連的情況下提供資助，上述 “有關
目的”，是讓出資公司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在以下人士
之間進行的、涉及以下人士購入該等股份的實益擁有權
的交易得以進行，或利便該等交易進行——

 (i) 正真誠地受僱於或曾真誠地受僱於出資公司或與其
同屬一個公司集團成員的另一公司的人；或

 (ii) 第 (i)節提述的人的配偶、遺孀、未亡夫或未成年子
女。

 (2) 在本條中——
子女 (children)包括繼子女及非婚生子女；
未成年子女 (minor children)指未滿 18歲的子女；
僱員參股計劃 (employee share scheme)指旨在鼓勵或利便由以下

的人持有或為以下的人的利益而持有公司股份的計劃——
 (a) 正真誠地受僱於或曾真誠地受僱於該公司或與其同屬一

個公司集團成員的另一公司的人；或
 (b) (a)段提述的人的配偶、遺孀、未亡夫或未成年子女。

277. 貸款給僱員的例外情況
 (1) 在第 278條的規限下，本分部並不禁止公司為使其合資格的

僱員能購入並以實益擁有權的方式持有該公司或其控權公司
的繳足股款的股份，而向該等僱員借出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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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本條中——
子女 (child)包括繼子女及非婚生子女；
合資格的僱員 (eligible employees)就公司而言，指真誠地受僱於

該公司而並非以下人士的人——
 (a) 該公司的董事；
 (b) 董事的配偶；
 (c) 董事的未滿 18歲的子女；
 (d) 符合以下說明的信託 (第 276(2)條所界定的僱員參股計

劃或退休金計劃除外 )的受託人——
 (i) 該項信託的受益人包括 (a)、(b)或 (c)段提述的人；

或
 (ii) 該項信託的條款授予受託人一項可為 (a)、(b)或 (c)

段提述的人的利益而行使的權力；或
 (e) (a)、(b)或 (c)段提述的人的合夥人或 (d)段提述的受託

人的合夥人。

278. 對上市公司的特別限制
只有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第 275、276或 277條才適用於
上市公司——

 (a) 該公司擁有沒有因提供有關資助而減少的淨資產；或
 (b) 該等資產因此而減少，而在減少的範圍內，有關資助是

從可分派利潤中獲得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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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次分部

提供資助的授權

279. 資助不得超過股東資金的 5%

 (1) 如符合以下條件，公司可為購入其股份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
而提供資助，或為減少或解除為該項購入而招致的債務而提
供資助——

 (a) 董事在提供該項資助前議決——
 (i) 該公司應提供該項資助；
 (ii) 提供該項資助符合該公司的最佳利益；及
 (iii) 提供該項資助的條款及條件，對該公司而言屬公平

及合理；
 (b) 董事通過該項決議的同一日，表決贊成該項決議的董事

就提供該項資助作出符合第 2分部的償付能力陳述；
 (c) 該項資助加上任何其他根據本條提供但尚未償還的資助

的總數，不超過該公司就發行股份所得之數加上該公司
的儲備的總數 (以公司最新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內披露的
該總數為準 )的 5%；

 (d) 該公司就提供該項資助而收到公平價值；及
 (e) 該項資助是在根據 (b)段作出償付能力陳述的日期後的

12個月內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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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董事根據第 (1)(a)款通過的決議，須詳列他們對第 (1)(a)(i)、
(ii)及 (iii)款提述的事宜所下結論的理由。

 (3) 在第 (1)(c)款中，提述任何其他根據本條提供但尚未償還的
資助，包括以保證或抵押的形式提供的資助的款額，而在提
供該資助時，公司是仍然就該保證或抵押負有法律責任。

 (4) 公司須在根據本條提供資助後的 15日內，向其每名成員送
交根據第 (1)(b)款作出的償付能力陳述的文本，及載有下列
資料的通知——

 (a) 提供該項資助所關乎的股份的類別及數目；
 (b) 已就或須就該等股份支付的代價；
 (c) 獲得該項資助的人的姓名或名稱，如獲得資助的人是不

同的人，該等股份的實益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
 (d) 該項資助的性質、條款及 (如可量化 )款額。

 (5) 如公司違反第 (4)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可
各處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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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附註——

如公司提供資助會導致該公司的股本減少，該公司亦須遵守第 3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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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經公司所有成員批准的資助
 (1) 如符合以下條件，公司可為購入其股份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

而提供資助，或為減少或解除為該項購入而招致的債務而提
供資助——

 (a) 董事在提供該項資助前議決——
 (i) 該公司應提供該項資助；
 (ii) 提供該項資助符合該公司的最佳利益；及
 (iii) 提供該項資助的條款及條件，對該公司而言屬公平

及合理；
 (b) 董事通過該項決議的同一日，表決贊成該項決議的董事

就提供該項資助作出符合第 2分部的償付能力陳述；
 (c) 在提供該項資助之前，該公司所有成員藉書面決議批准

提供該項資助；及
 (d) 該項資助是在根據 (b)段作出償付能力陳述的日期後的

12個月內提供的。
 (2) 董事根據第 (1)(a)款通過的決議，須詳列他們對第 (1)(a)(i)、

(ii)及 (iii)款提述的事宜所下結論的理由。
附註——

如公司提供資助會導致該公司的股本減少，該公司亦須遵守第 3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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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藉普通決議而提供資助
 (1) 如符合以下條件，公司可為購入其股份或其控權公司的股份

而提供資助，或為減少或解除為該項購入而招致的債務而提
供資助——

 (a) 董事在提供該項資助前議決——
 (i) 該公司應提供該項資助；
 (ii) 提供該項資助符合該公司的最佳利益，並惠及該公

司沒有接受該項資助的成員；及
 (iii) 提供該項資助的條款及條件，對該公司及該公司沒

有接受該項資助的成員而言屬公平及合理；
 (b) 董事通過該項決議的同一日，表決贊成該項決議的董事

就提供該項資助作出符合第 2分部的償付能力陳述；
 (c) 該公司向其每名成員送交根據 (b)段作出的償付能力陳

述的文本，及載有下列資料的通知——
 (i) 該項資助的性質及條款，及將會接受該項資助的人

的姓名或名稱；
 (ii) 如該項資助將會提供予另一人的代名人，該另一人

的姓名或名稱；
 (iii) 董事的決議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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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對一名合乎常理的成員理解該項資助的性質及該項
資助對公司和公司成員的影響屬必要的進一步資料
及解釋；

 (d) 在提供該項資助前，已獲公司的決議批准提供該項資助；
及

 (e) 該項資助是在以下期間提供的——
 (i) 根據 (d)段通過決議的日期後的 28日或之後；及
 (ii) 於根據 (b)段作出的償付能力陳述的日期後的 12個

月內。
 (2) 上述通知及償付能力陳述的文本，須在建議第 (1)(d)款所指

的決議的日期前最少 14日根據第 (1)(c)款送交每名成員，並
可隨附於關於將會建議通過該決議的大會的通知。

 (3) 儘管有第 (1)(e)(i)款的規定，如有人就根據本條提供的資助
而根據第 282條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則除非原訟法庭另有
命令，否則在該申請獲終局裁定前，不得提供該項資助。

 (4) 董事根據第 (1)(a)款通過的決議，須詳列他們對第 (1)(a)(i)、
(ii)及 (iii)款提述的事宜所下結論的理由。
附註——

如公司提供資助會導致該公司的股本減少，該公司亦須遵守第 3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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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向原訟法庭申請限制令
 (1) 在根據第 281(1)(d)條通過提供資助的決議的日期後的 28日

內——
 (a) 如有關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佔該公司的股份持有人的

總表決權最少 10%的成員，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尋
求一項限制提供資助的命令；或

 (b) 如有關公司是任何其他公司，佔該公司成員人數最少
10%的成員，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尋求一項限制提
供資助的命令。

 (2) 儘管有第 (1)款的規定，同意或表決贊成有關決議的成員，
無權提出上述申請。

 (3) 有權提出申請的成員，可藉書面方式，委任他們當中的任何
一人或多於一人，代表所有作出該項委任的成員提出申請。

 (4) 上述申請只可基於以下理由提出——
 (a) 提供該項資助既非——

 (i) 符合該公司的最佳利益；亦非
 (ii) 惠及該公司沒有接受該項資助的成員；或

 (b) 提供該項資助的條款及條件，對——
 (i) 該公司而言；或
 (ii) 該公司沒有接受該項資助的成員而言，

並非公平及合理。
 (5) 如有申請根據本條提出——

 (a) 申請人須盡快將申請書送達有關公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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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該公司須在申請書送達該公司的日期後的 7日內，向處
長發出關於該項申請的通知，該通知須符合指明格式。

 (6) 如公司違反第 (5)(b)款，該公司及其每名責任人均屬犯罪，
可各處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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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283. 原訟法庭押後申請的權力
 (1) 原訟法庭如接獲根據第 282條提出的申請，可將法律程序押

後，好讓令原訟法庭滿意的安排得以作出，以保障持異議的
成員的權益。

 (2) 原訟法庭可作出它認為合宜的指示及命令，以利便作出或執
行任何上述安排。

284. 原訟法庭確認或限制提供有關資助的權力
 (1) 原訟法庭如接獲根據第 282條提出的申請，須作出確認或限

制提供有關資助的命令，並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作
出該命令。

 (2) 原訟法庭如確認提供資助，可藉命令更改或延展——
 (a) 董事根據第 281(1)(a) 條通過的決議或公司根據第

281(1)(d)條通過的決議指明的任何日期或期間；或
 (b) 本分部中任何適用於提供資助的條文指明的任何日期或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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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原訟法庭認為合適，有關命令可——
 (a) 就公司回購其任何成員的股份及就公司股本據此減少一

事，作出規定；
 (b) 對公司的章程細則作出因上述規定而需作出的更改；
 (c) 規定公司不得對章程細則作出任何更改或任何指明的更

改。
 (4) 如原訟法庭的命令規定，公司不得對其章程細則作出任何更

改或任何指明的更改，則公司無權在未獲原訟法庭的許可下
作出該更改。

 (5) 原訟法庭根據本條具有的權力，不局限其根據第 283條具有
的權力。

285. 公司將原訟法庭命令的文本交付處長
 (1) 公司須在原訟法庭作出第 284條所指的命令後的 14日內，

或在原訟法庭命令的任何較長限期內，將該命令的正式文本
交付處長登記。
附註——

如原訟法庭的命令對公司的章程細則作出更改，則該公司亦須根據第 91條，
將該項更改通知處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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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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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