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總則
覆核程序
總則
4.01

GEM 上市委員會保留其監督上市科及行政總裁的角色，以確保上市科及行政總裁在執行日常
的職能時，以專業及公正無私的方式行使該等權力。然而，此監督角色並不表示GEM上市委員
會將會介入日常執行《GEM 上市規則》的職能，而是 GEM 上市委員會將擔任獨立覆核機關的角
色，並已保留按其本身的意願隨時覆核行政總裁、上市科執行總監或上市科任何職員根據GEM
上市委員會轉授的權力所作出的任何決定的權力，同時亦已保留其可贊同、修正、更改或推翻
該項決定的權力。此外，GEM上市委員會有權就行政總裁、上市科執行總監及上市科職員如何
行使其既授的權力，訂明指示、規例或限制。

定義及釋義
4.01A 在本章：
(1)

若本章規定任何行動須在接獲有關文件日期起計若干指定營業日數的時限內進行，是指
有關行動必須在接獲有關文件日期後（但不包括該日）的指定營業日數內完成。

(2) “發回決定” 指上市科因為上市申請表格、申請版本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2.22及12.23
條呈交的所有其他相關文件所載資料不符合《GEM 上市規則》第 12.09(1) 條所
述的大致完備規定而將新申請人的上市申請連同有關文件（惟整套文件會保
留一套作本交易所記錄之用）發回保薦人的決定。發回決定不包括《GEM上市
規則》第 4.05(1) 條所述的任何拒絕決定。
(3) “覆核要求” 指有關人士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 4.05、4.06、4.06A 及 4.16(7) 條就上市科、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所作的決定而書
面提出的覆核要求，有關要求必須送呈 GEM 上市委員會秘書或 GEM 上市覆
核委員會秘書（下文統稱為“秘書”）
（視屬何情況而定）。
4.02

GEM上市委員會可隨時就《GEM上市規則》所涉及的或因該等規則而產生的任何事宜進行聆訊，
並可要求 GEM 上市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人士出席該聆訊，以及要求他們在會上提交其認為適當
的文件。如本章所訂明，上市科的若干決定可提交 GEM 上市委員會覆核；而 GEM 上市委員會
的若干決定可提交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作進一步及最終覆核。

4.02A 本章載列 GEM 上市委員會及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覆核非紀律事宜決定的機制、程序及相關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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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GEM 上市委員會及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可不時就其各自委員會所進行的任何覆核聆訊訂明其
認為合適的程序及規例，包括不時就任何覆核聆訊委任主席的程序、規管委員利益衝突的程序
及刊發決定和相關理由的程序。

4.04

(1)

(2)

(3)

儘管有《GEM 上市規則》第 4.03 條以及五 A 表格所載的條文規定，上市發行人或新申請人
仍須依據每份申請表格向 GEM 上市委員會提交上市申請資料，而提交五 A 表格的次數不
得多於兩次，但任何情況下也須受下列情況或條文所規限：
(a)

如 GEM 上市委員會認為必需而准許以其他形式處理；及

(b)

對於 GEM 上市委員會在發行人或申請人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 4.08 條提出覆核要
求之日為止所作的最後決定，發行人或申請人只有一次覆核的權利。

(c)

[ 已於 2019 年 7 月 6 日刪除 ]

(a)

GEM 上市委員會只會在上市發行人或新申請人（視屬何情況而定）提交新資料以供
GEM 上市委員會考慮的情況下，才會對有關經修改的上市申請予以考慮。

(b)

[ 已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刪除 ]

在不抵觸《GEM 上市規則》第 4.04(1) 條的情況下，上市發行人或新申請人如認為有必要，
可將其上市申請連同另一份新的五 A 表格一併再呈 GEM 上市委員會以作考慮。

由 GEM 上市委員會及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考慮的新申請人覆核個案
4.05

(1)

(a)

上市科如拒絕新申請人的上市申請，新申請人有權將該項決定提交 GEM 上市委員
會覆核。

(b)

如 GEM 上市委員會拒絕新申請人的上市申請，或贊同、修正或更改上市科作出拒
絕申請的決定，新申請人亦有權將該項決定提交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作進一步及
最終覆核。

(c)

除《GEM 上市規則》第 4.16 條所述情況外，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覆核決定是最終
裁決，對新申請人具有約束力。

附註：
《GEM 上市規則》第 4.05(1) 條所述的拒絕決定不包括發回決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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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申請人及╱或保薦人有權將發回決定提交 GEM 上市委員會覆核。

(b)

若GEM上市委員會贊同發回決定，新申請人及╱或保薦人有權將發回決定提交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作進一步及最後覆核。除《GEM 上市規則》第 4.16 條所述情況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在覆核時所作的覆核決定是最終裁決及對新申請人及保薦人
具有約束力。

由 GEM 上市委員會及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考慮的上市發行人覆核個案
4.06

(1)

上市科在對上市發行人作出某一決定後，該上市發行人可要求將該決定提交GEM上市委
員會覆核。

(2)

在不抵觸《GEM 上市規則》第 4.04 條的情況下，如 GEM 上市委員會贊同、修正或更改上市
科的決定又或另行作出決定，上市發行人可要求將該項決定提交GEM上市覆核委員會作
進一步及最終覆核。

(3)

除《GEM 上市規則》第 4.16 條所述情況外，如上市發行人沒有對上市科或 GEM 上市委員會
（視屬何情況而定）的決定提出覆核，則上市科或 GEM 上市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的決
定是最終裁決及對該發行人具有約束力；否則，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決定即為最終裁
決，對該發行人具有約束力。

由 GEM 上市委員會及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考慮的監察主任或授權代表覆核個案
4.06A (1)

(2)

4.07

如上市科決定終止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 5.19 條委任的監察主任或根據《GEM 上市規則》
第 5.24 條委任的授權代表的任務，該監察主任或授權代表（視屬何情況而定）有權將該項
決定提交 GEM 上市委員會覆核。
如 GEM 上市委員會贊同、修正或更改上市科的決定，該監察主任或授權代表（視屬何情
況而定）
有權將該項決定提交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而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決定即為
最終裁決，對該發行人及監察主任或授權代表（視屬何情況而定）均具有約束力。

[ 已於 2019 年 7 月 6 日刪除 ]

申請時間
4.08

(1)

除 下 文 (3) 所 述 情 況 外，根 據《GEM 上 市 規 則》第 4.05(1)、4.06、4.06A 及 4.16(7) 條 就 上 市
科、GEM上市委員會或GEM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所作決定而提出的覆核要
求，須於有關決定發出後七個營業日內送達秘書；或者，如有關方根據
《GEM 上市規則》
第 4.13(1) 條要求書面理由，則須於接獲該等書面理由後七個營業日內送達秘書。

(2)

就發回決定或GEM上市委員會贊同發回決定的裁決提出的覆核要求，必須提供覆核的理
由及原因，並於《GEM 上市規則》第 4.13(2) 條所述書面決定發出後的五個營業日內送達秘
書。

(3)

發行人根據
《GEM 上市規則》第 4.06 條對上市科指令證券復牌的裁決或（如有關裁決已轉
介給 GEM 上市委員會覆核）GEM 上市委員會的覆核裁決提出的覆核要求，必須提供要求
覆核的理由及原因，並於《GEM 上市規則》第 4.13(3) 條所述書面決定發出後的五個營業日
內送達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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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聆訊通知
4.09

在接獲覆核要求後，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會根據秘書所
訂明的程序，召開聆訊以覆核有關事宜；但如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認為急
需解決某一事項，則可規定須在某一時限內通知有關方面覆核聆訊的日期。

聆訊前程序
4.10

就所有覆核個案，上市科及有關各方會於覆核聆訊進行前，透過有關委員會的秘書向對方以及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提供各項將於聆訊上提呈的文件副
本。

進行覆核聆訊
4.11

(1)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須根據董事會制訂的有關規則（包括有關委員利
益衝突的規則）舉行會議以處理事務、將會議延期並以其他方式規管會議，但須受本規
則所規限。本章所載的所有覆核聆訊必須以重新聆訊方式進行。GEM上市委員會及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將考量之前進行的聆訊的所有相關證據及論點，以及
任何其他根據覆核聆訊程序及規例和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所作指令
而提交的舉證或資料，再重審個案，重新作出決定。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將考量先前決
策機關的決定再說明委員會本身所作決定的理由。GEM上市覆核委員會亦會在其決定中
處理先前的決定及有關理由（不論是維持或推翻原先決定）。

(2)

處理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事務所需的法定人數，須為親自出席的五
名委員。

(3)

交易及結算所行政總裁不會出席 GEM 上市委員會第一次審議某項事宜的會議或 GEM 上
市委員會的覆核聆訊。

(4)

[ 已於 2019 年 7 月 6 日刪除 ]

(5)

(a)

[ 已於 2019 年 7 月 6 日刪除 ]

(b)

[ 已於 2019 年 7 月 6 日刪除 ]

(c)

[ 已於 2019 年 7 月 6 日刪除 ]

(d)

就發回決定或 GEM 上市委員會贊同發回決定所作裁決的覆核而言，呈交 GEM 上市
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材料應依據新申請人的上市申請首次存檔時呈交
上市科的原有材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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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2008 年 7 月 1 日刪除 ]

(7)

(a)

新申請人或上市發行人（視屬何情況而定）的董事有權出席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覆核聆訊、作出陳述，並由新申請人或上市發行人（視屬何情況
而定）的保薦人、合規顧問、授權代表（獲提名的或已獲委任的）、財務顧問、法律
顧問及核數師各派一名代表陪同出席，而保薦人、合規顧問或授權代表可由其法
律顧問陪同出席。

(b)

[ 已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刪除 ]

(8)

如監察主任或授權代表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 4.06A 條而提出召開覆核聆訊，監察主任
或獲授權代表（視屬何情況而定）應有權出席覆核聆訊、作出陳述，並可由其法律顧問陪
同出席。

(9)

第 (7) 分條不適用於發回決定的覆核。在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就發回
決定進行的覆核聆訊上，新申請人的董事及╱或每名保薦人各派一名代表有權出席聆訊
並作出陳述，新申請人的董事可由其財務顧問、法律顧問及核數師各派一名代表陪同出
席，每名保薦人則可由其法律顧問陪同出席。如所有尋求覆核的各方打算不出席聆訊，
聆訊會根據提呈以備聆訊的文件進行。為免產生疑問，如尋求覆核的一方打算不出席聆
訊，聆訊會在其缺席的情況下進行。

秘書的角色
4.12

(1)

秘書應負責監督並協調覆核程序的運作。

(2)

任何需呈交予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通告、通知及其他文件均須送
達秘書；秘書將確保有關文件的副本提供予其他各方，以及GEM上市委員會或GEM上市
覆核委員會的委員（視何者適用而定）。

(3)

秘書須就程序上的事宜向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提供意見，但該等事
宜的所有決定均只應由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作出；
而秘書須執行該等可能由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不時轉授的職責。

(4)

就覆核程序引致的任何行政事宜而言，秘書須為各方人士（包括上市科代表及尋求覆核
的相關人士）的聯絡點。

(5)

秘書須將聆訊前所有程序上或其他方面的查詢或事宜交由獲提名為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的主席確認或決定；如獲提名的主席有指示，秘
書則須將該等查詢或事宜交由GEM上市委員會或GEM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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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理由的要求
4.13

(1)

除發回決定或指令證券復牌的裁決的覆核外，有關人士如擬要求上市科、GEM 上市委員
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就其所作的決定給予書面理由，須於有關決
定發出後三個營業日內提出有關要求。上市科、GEM上市委員會或GEM上市覆核委員會
（視屬何情況而定）將在接獲要求後的 14 個營業日內給予書面理由。此等書面理由將提供
予覆核所涉及的各方人士。

(2)

上市科、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將就其發回決定或
贊同發回決定的裁決提供書面理由。

(3)

上市科、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將就其根據《GEM 上
市規則》第 9.12 條指令證券復牌或贊同復牌決定的裁決提供書面理由。

刊發決定
4.13A 除覆核機關另有指令，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根據本章所作的最終及具有約束力的決定均須刊
發於本交易所的網站。若有根據《GEM上市規則》第4.16(7)條作出進一步及最終覆核，GEM上市
覆核委員會就證監會的要求進行覆核而作出的決定，及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就進一步及最終
覆核而作出的決定均須刊發。

費用
4.14

任何就上市科、GEM 上市委員會或（就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 4.16(7) 條進行的覆核而言）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決定（視屬何情況而定）根據本章提出覆核要求的人士，在根據《GEM 上市規
則》第 4.08 條提交覆核要求後，須就每次覆核要求向本交易所繳交費用港幣 60,000 元，有關費用
不可退回。

不服人士
4.15

任何人士（上市發行人、新申請人、其保薦人、監察主任、合規顧問或獲授權代表除外）如不服
上市科或 GEM 上市委員會的決定，可以書面向 GEM 上市委員會主席表達其意見。GEM 上市委
員會在顧及任何第三者基於較早前的決定而可能享有的權利的情況下，可酌情決定全面覆核
有關事宜。

證監會提出的非紀律覆核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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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證監會有權根據本條規則以書面方式要求覆核任何非紀律事宜（包括由 GEM 上市覆核委
員會覆核 GEM 上市委員會的決定）。

(2)

覆核機關覆核個別事宜時，應審慎兼顧所有會因事情作進一步覆核而受直接影響之第三
方人士的權利及利益。

(3)

若 GEM 上市委員會或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未有就其決定提供書面理由，而相關人士亦
未有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 4.13(1) 條要求取得書面理由，證監會可要求有關委員會提供
有關書面理由。證監會將在《GEM 上市規則》第 4.13(1) 條訂定要求書面理由的期限屆滿後
七日內提出此要求。若相關人士要求取得書面理由，相關人士獲提供的書面理由會同時

提供予證監會及上市科。同樣地，應證監會要求而向其提供的書面理由亦會同時提供予
相關人士及上市科。
(4)

如證監會提出覆核決定的要求，其將會在接獲相關決定或（如證監會或相關人士要求取
得決定的書面理由）書面理由後七個營業日內，提出覆核要求。

(5)

覆核機關及╱或其主席可就根據本條規定進行的覆核訂明其認為合適的程序。

(6)

相關人士、上市科及證監會有權向覆核機關作出書面陳述，而覆核機關須考量所有此等
書 面 陳 述 才 作 出 決 定。這 適 用 於 證 監 會 要 求 的 覆 核 及 相 關 人 士 根 據《GEM 上 市 規 則》第
4.16(7) 條要求的任何進一步及最終覆核。

(7)

倘覆核機關完成覆核後推翻、修正或更改被覆核的決定，相關人士有權向 GEM 上市覆核
委員會尋求進一步及最終覆核。所有出席進一步及最終覆核聆訊的委員均須為並無出席
較早前的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覆核聆訊（如有）的人士，但此規定須受每一個案中在早前
會議上出現的事實及情況所限，並進一步受GEM上市覆核委員會的獲提名主席的絕對酌
情權所規限。若沒有足夠委員能夠組成 GEM 上市覆核委員會的法定人數，其獲提名主席
可全權酌情指示秘書，按獲提名主席認為合適的方法挑選足夠的委員以達到法定人數。

過渡安排
4.17

(1)

(2)

有關下列決定的所有非紀律覆核聆訊，將按《GEM上市規則》新訂條文實施前有效的《GEM
上市規則》第三及第四章的規定進行：
(a)

受下文 (b) 項所規限，《GEM 上市規則》新訂條文實施前就非紀律事宜進行首次聆訊
所作的任何決定；

(b)

任何在《GEM上市規則》新訂條文實施前按《GEM上市規則》第9.15(1)條作出的決定，
以及就該等決定作出的任何後續或進一步決定（包括發行人未能在期限內就特定事
宜作出補救而取消其上市地位的決定）；及

(c)

上文 (a) 或 (b) 項所述決定的任何覆核決定。

《GEM 上市規則》新訂條文實施前已存在的委員會將繼續存在，直至所有有關程序結束，
而當時生效的規則及程序將繼續適用於該等事宜。

附註：就本條規則而言，《GEM 上市規則》新訂條文指本章及第四章的修訂（於 2019 年 7 月 6 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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