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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提出规则修订   打击借壳上市  (第二部分)

为解决有关借壳上市及“壳股”活动的问题，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日前刊发(i)有关借壳上市、持续上市

准则及其他《上市规则》条文修订的咨询文件，以及(ii)有关上市发行人是否适合持续上市的指引信GL96-18。

此文探讨咨询文件的修订建议(修订建议)。新指引信GL96-18的讨论见上期法律动态。

修订建议一览表

针对近年市场“造壳”、“炒壳”活动的增加，修订建议就香港上市规则提出下述范围的修订:

提高持续上市准则遏止“壳股”活动，设12个月过渡期i

足够业务运作  
Sufficient operations

发行人须有足够的业务运作并且(之前是“或”) 拥有相当价值的资产支持其继续

上市

现金资产公司 
Cash Companies

发行人（“投资公司”除外）有下述情况，不会被视为适合上市: 其全部或大部分ii

的资产为现金及/或短期投资 (定义扩充至包括可随时变现或转为现金的投资、

上市证券、须于一年内偿还的第三方垫款（不包括日常业务产生的应收贸易款

项）、及年期少于一年的债券或多种长短期票据

收紧“防止规避新上市规定的条文”打击借壳上市，不设过渡期

反收购行动 
Reverse takeovers (RTO)

 ・ 将指引信GL78-14ii所载“原则为本测试”的六项评估准则，稍作改动后编纳

成规 

 ・ 在合理接近的时间内进行又或互有关连的交易或安排(一般指三年内的交易

或安排)，将被视为一连串的交易及/或安排(包括建议中及/或已完)

 ・ “明确测试”中的累计期由24个月延长至36个月

 ・ 视作新上市申请—收购目标及经扩大后的集团均须适合上市

详见下文有关反收购规则的进一步讨论

极端交易  
Extreme transactions

 ・ 将指引信GL78-14iii所载对“极端非常重大交易”的要求，稍作改动后编纳

成规

 ・ 极端交易规则(新增)仅适用于发行人在过去不少于3 年及交易后未有控制权

变动；或发行人一直营运规模庞大(一般包括年收入或资产总值10亿港元或

以上)的主营业务，并将于交易后继续经营

 ・ 收购目标及经扩大后的集团均须适合上市

 ・ 须委聘财务顾问就拟收购的资产进行尽职审查并作出声明 

详见下文有关极端交易规则的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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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限制 
Restriction on disposals

 ・ 发行人不得在控制权转变时或36个月内进行任何重大出售，除非余下业务

或控制权转变后收购的任何资产可符合新上市的规定

 ・ 联交所也可能对发行人单一最大主要股东变动时，或36个月内进行的重大

出售施加这项出售限制

大规模发行证券 
Large scale issue of 
securities

 ・ 发行人不得通过大规模发行证券，换取现金用于收购及/或开展新业务iv 

(发行后资产中的现金少于总资产的半数(50%)的，一般不会适用)

收紧条文保障投资者，不设过渡期

重大分派未上市资产 
Significant distribution in 
specie

 ・ 规模等同非常重大出售的实物(未上市资产)分派，须事先在股东大会上获得

独立股东批准 (控股股东及其联系人须放弃表决)，且须获得表决股东至少

75%的赞成票，而表决反对的票数不超过10%

 ・ 须提供合理的现金选择，代替配发的资产

证券交易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 证券交易一般不会被视作属于收益性质的交易，除非交易是由监管机构审

慎监督及规管的集团成员（指从事银行业务的公司、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

进行

 ・ 发行人须于年报内就每一项占其总资产5%或以上的证券投资作详细披露

取得的业绩表现保证 
Financial performance 
guarantee acquired

发行人于须予公布的交易或关连交易中，就任何收购目标所取得的业绩表现保

证，须刊发公告披露其后的任何修改(如有)，并于年报披露相关结果

i. 过渡期由相关修订生效日期起计。

ii. “全部或大部分”（wholly or substantially）是指“主要”或“构成较大部分”（in the main or as of the greater 

part）的意思。如集资活动完成后发行人的资产少于一半（50%）为现金，一般不会被视为相关规定所指的全部

或大部分资产为现金。见联交所指引信GL84-15. 

iii. 见联交所指引信GL78-14。

iv. 建议中的规定将应用于发行人把集资所得用作收购事项以发展新业务，而非只限于联交所指引信GL84-15所述

开展新业务(greenfield operations)。指引信GL84-15将予保留，以说明联交所在实际操作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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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予公布的交易规则”

适用

符合明确测试1

触及“原则为本 

测试”2其中一项 

(或以上)评估准则

交易3 可达致把 

收购目标

上市的效果

收购目标及经扩大后 

的集团两者均须 

适合上市4

不存在控股权转变5 / 

将继续经营“规模庞大 

的主营业务”6

上市委员会决定

是否“极端交易”

“极端交易规则” 

适用

“反收购规则”

适用

试图规避

新上市规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否否

否

NO GO

修订后的反收购及极端交易规则

以下我们以流程图的方式，按我们对修订建议的理解，探讨反收购规则及极端交易规则的可能操作方式。此文不能取

代正式的意见。

附注

1. “明确测试”提及两种特定形式的反收购行动：(a) 在构成非常重大收购的交易(或一连串交易)进行时，发行人的

控制权有变; 或(b)控制权发生转变后的36个月内，发行人向新控股股东或其联系人收购足构成非常重大收购的

资产（以个别或总计而言）。

2. “原则为本测试”赋予联交所广泛酌情权，若按联交所的意见，收购事项构成具有达致把拟收购的资产上市的意

图，及构成规避新上市规定的一种方法，可将相关交易视为新上市。

3. 修订建议提出以“控制权或实际控制权出现变动”，取代现时的“发行受限制可换股证券”准则，就此准则而言，

联交所会考虑以下指标因素：

i. 董事会及主要管理层有否重大变动；

ii. 单一最大股东有否变动；及

iii. 发行人有否为支付收购代价向卖方发行任何受限制可换股证券（即具有换股限制的可换股证券，以免触发

《收购守则》下的控制权转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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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评估准则包括:

a. 收购目标规模相对上市发行人的规模；

b. 发行人于收购前的业务性质及规模；

c.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有否出现任何根本转变；

d. 收购目标的质量;

e. 过去、建议中或计划中的交易或安排，连同是项收购会否构成一连串安排将收购目标上市。

3. 联交所或会将在合理接近的时间内进行、又或互有关连的交易或安排(一般指三年内的交易或安排) ，视为一连串

的交易及/或安排(包括建议中及/或已完) 。

4. 不论是反收购行动还是极端交易，收购目标及经扩大后的集团两者均须适合上市；此外，收购目标(在某些反收购

个案，每项收购目标各自) 必须符合业绩纪录规定；以及经扩大后的集团必须符合所有新上市规定。联交所可按

具体情况，豁免个别极端交易须遵守持续拥有权/管理层的规定。

5. 发行人须证明其长期（通常不少于三年）受大型企业控制，而交易仅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不会导致控制权转变。

6. 极端交易的分类并不适用于具有“壳股”特征的发行人。作为一般指引，“规模庞大的主营业务”一般包括年收入

或资产总值10亿港元或以上的主营业务（不包括并非来自发行人原来的主营业务的收入或资产，例如: 发行人的

重要投资或现金盈余，及任何来自新购入或新发展业务的收入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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