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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交所嚴格審查上市申請的商業理據後，2018 年被拒上市申請數目顯著增加 

• 被拒的申請並無針對特定行業，審查焦點為申請人的商業理據、預期增長及集資需要 

• 聯交所的行動有助維持市場質素，並會繼續對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作出考慮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全資附屬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

2019 年 3 月公佈了關於拒絶上市申請的年度上市決策，當中闡述 2018 年部分被拒上市申請的

背景及相關指引。聯交所於 2018 年共拒絕了 24 宗上市申請，較 2017 年的 3 宗大幅增加。 

公司如欲在聯交所上市，必須符合的條件包括若干財務要求。此外，聯交所亦需確定申請人及

其業務是適合上市。聯交所的審批程序屬於定性審查而非量化標準，因此對申請人是否適合上

市會作出通盤考慮。 

港交所上市主管戴林瀚表示：「聯交所於 2018 年 4 月更新了有關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的指引

信，訂明審批上市申請時將更嚴格，故此在 2018 年被拒的上市申請人數目顯著增加。」 

戴林瀚又指出：「確保香港市場的質素及聲譽是聯交所的工作重點之一，刊發的上市決策旨在

提升透明度，讓市場可更了解聯交所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時的考慮因素。」 

聯交所於 2018 年 4 月更新了有關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的指引信（HKEX-GL-68-13A），當中

訂明申請人的商業理據為評估是否適合上市的首要考慮因素。聯交所同時亦會考慮上市申請人

集資的擬定用途、是否符合其業務戰略及發展，以維持市場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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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聯交所亦同時於上市指引資料方面，新增一份指引信、更新 6 份指引信及撤回 31 份指引

材 料 。 是 次 撤 回 的 內 容 均 為 不 再 適 用 ， 又 或 已 納 入 上 述 新 增 或 更 新 指 引 材 料 。 

 

聯交所不時更新及精簡上市指引材料，就《上市規則》條文及常規應用向市場提供更清晰的指

引及說明。首批更新的指引材料已於 2018 年 7 月刊發，聯交所會繼續因應需要檢討及精簡其指

引材料。 

 

2019 年 3 月生效的變動詳列如下，有關變動並不影響原有政策方向： 

聯交所指引材料的變動 

• 新增一份指引信 — HKEX-GL100-19「有關新申請人與控股股東之間的業務競爭的指

引」。 

• 更新 6 份指引信 — HKEX-GL57-13「關於在聯交所網站呈交及登載申請版本、聆訊後資料

集及相關材料的流程安排的指引」；HKEX-GL63-13「有關在上市文件內披露不合規事件

的指引」；HKEX-GL68-13「有關新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的指引」；HKEX-GL71-14「新

申請人及／或上市發行人的賭博業務」；HKEX-GL96-18「有關上市發行人是否適合繼續

上市的指引」；及 HKEX-GL97-18「有關互聯網科技行業或採用互聯網主導業務模式（統

稱為「相關行業」）的新申請人的指引」。 

撤回 31 份材料 —包括 17項上市決策、10 份詮釋函件及 4項常問問題。 

聯交所上市要求提升質素及更新上市指引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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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於 2019 年 3 月 20日發佈消息，該行獲得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在香港推出「大灣區開戶

易」 - 見證開立內地個人賬戶服務，香港的個人毋須親自前往內地，只須攜帶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前往中銀香港營業網點辦理見證手續，即可開立

內地中國銀行個人 II、III 類賬戶，並在香港管理內地中國銀行賬戶，綁定電子支付APP 等。 

港人可在香港開立內地個人銀行賬戶 

APRIL 2019 

香港銀行措施 

Hong Kong Bank Policies 

Hong Kong Residents Get Easier Access to  

Mainland Bank Accounts and Payment Apps 

Hong Kong residents can now open a mainland bank account without having to exit the 

SAR. Under the terms of a new arrangement, announced by The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BOCHK) on 20 March, such an account can be opened upon presentation of a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and a Mainland Travel Permit at any local branch. This will entitle 

the applicant to open limited-functionality Type II or III Bank of China accounts, which may 

be linked to mainland mobile payment applications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digital 

transaction systems across China, including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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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由 4 月 1 日起下調增值稅之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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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及海關總署聯合發出公告，確定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執行政府推進增值稅實質性減

稅具體措施，包括： 

 

•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發生增值稅應稅銷售行為或者進口貨物，原適用 16%稅率的，稅率調整為 13%；原

適用 10%稅率的，稅率調整為 9%。 

• 原適用 16%稅率且出口退稅率為 16%的出口貨物勞務，出口退稅率調整為 13%；原適用 10%稅率且

出口退稅率為 10%的出口貨物、跨境應稅行為，出口退稅率調整為 9%。 

• 適用 13%稅率的境外旅客購物離境退稅物品，退稅率為 11%；適用 9%稅率的境外旅客購物離境退稅

物品，退稅率為 8%。 

中國政策 

China Policies 

China Details New VAT Reductions for 1 April 

A series of new VAT reductions are to come into force as of 1 April this year. 

Among the headline cuts are the following: 

• General VAT taxpayers who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the 16% VAT rate on their sales / imports will 

see their liability reduced to 13%, while those currently paying VAT at 10% will see the applicable 

rate fall to 9% 

• In the case of exported goods and services currently subject to the 16% VAT rate and the 16% 

export tax rebate rate, the export rebate rate will be reduced to 13%. For exported goods and 

taxable cross-border activities currently subject to the 10% VAT rate and the 10% export tax rebate 

rate, the export tax rebate rate will be reduced to 9% 

• The foreign tourist shopping tax refund for goods currently subject to the 13% VAT rate will be 

reduced to 11%, while the refund for goods currently subject to the 9% rate will be reduced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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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通過外商投資法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外商投資法》)，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同時廢止，但依照這三法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外商投資法》

施行後 5 年內可以繼續保留原企業組織形式，具體實施辦法會由國務院規定。 

《外商投資法》規定中國對外商投資實行進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國家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

投資，給予國民待遇，依法保護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收益和其他合法權益。《外商投資法》設定

投資促進及投資保護政策，包括： 

• 保障外商投資企業依法平等參與標準制定工作，及通過公平競爭參與政府採購活動。 

• 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依法通過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債券等證券和其他方式進行融資。 

• 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的出資、利潤、資本收益、資產處置所得、知識產權許可使用費、依法獲得的補償或者賠

償、清算所得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幣或者外匯自由匯入、匯出。 

• 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和相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知識產權侵權行

爲，嚴格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 鼓勵外商在投資過程中基於自願原則和商業規則開展技術合作。技術合作的條件由投資各方遵循公平原則平等協商

確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轉讓技術。 

• 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於履行職責過程中知悉的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的商業秘密，須依法予以保密，不得

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 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制定涉及外商投資的規範性文件，須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

的，不得減損外商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不得設置市場進入和退出條件，不得干預外商投資企業的

正常生產經營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