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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條例》
香港法例第622章
於2014年
年3月
月3日生效
日生效，
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香港法例第 章)於
日生效，標誌着香港公司法踏進一個新紀元。
標誌着香港公司法踏進一個新紀元。新條例為
在香港成立及營運的公司提供了一個現代化的法律框架
在香港成立及營運的公司提供了一個現代化的法律框架，
法律框架，鞏固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鞏固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並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新條例有四個主要目標：
新條例有四個主要目標：加強企業管治、
加強企業管治、方便營商、
方便營商、確保規管更為妥善及使法例現代化。
確保規管更為妥善及使法例現代化。
本系列會分四期介紹新條例所帶來的主要改變，
本系列會分四期介紹新條例所帶來的主要改變，以下首先介紹方便營商方面的新猷。
以下首先介紹方便營商方面的新猷。這些新措施將有助
提高公司的效率及減輕其合規成本。
提高公司的效率及減輕其合規成本。簡化法定程序：
簡化法定程序：新條例將不少法定程序簡化，
新條例將不少法定程序簡化，令公司運作更見靈活。
令公司運作更見靈活。例
如，就減少股本方面，
就減少股本方面，引入以償付能力測試作為依據的不經法院程序，
引入以償付能力測試作為依據的不經法院程序，作為另一選擇；
作為另一選擇；准許所有公司從資本
中撥款回購股份；
中撥款回購股份；為同一集團內的全資附屬公司的合併，
為同一集團內的全資附屬公司的合併，訂立新的不經法院的合併程序；
訂立新的不經法院的合併程序；為簡單個案訂立新
程序，
程序，以行政方式把已解散公司恢復註冊。
以行政方式把已解散公司恢復註冊。
簡化公司管理：
簡化公司管理：新條例簡化公司管理，
新條例簡化公司管理，例如讓公司自行選擇是否使用法團印章；
例如讓公司自行選擇是否使用法團印章；准許公司在股東一致同
意下無須舉行周年成員大會；
意下無須舉行周年成員大會；讓公司使用電子科技在多於一個地點舉行成員大會；
讓公司使用電子科技在多於一個地點舉行成員大會；以及列明以電子形式與公
司通訊的規則等。
司通訊的規則等。擬備簡明報告：
擬備簡明報告：新條例利便更多中小企擬備簡明財務報告和簡明董事報告
新條例利便更多中小企擬備簡明財務報告和簡明董事報告；
擬備簡明財務報告和簡明董事報告；私人公司如符
合指定的規模準則，
合指定的規模準則，便自動符合資格擬備簡明報告。
便自動符合資格擬備簡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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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引述消息人士報道，
據路透引述消息人士報道，香港金管局(HKMA)
香港金管局(HKMA)已要求銀行收緊對中國企業離岸貸款的審批
(HKMA)已要求銀行收緊對中國企業離岸貸款的審批
流程。
流程。雖然金管局並未提出具體指引，
雖然金管局並未提出具體指引，但這等施壓明顯是衝着港銀風險控制而來，
但這等施壓明顯是衝着港銀風險控制而來，當中的觸發
點，即何以突然向銀行發出警告，
即何以突然向銀行發出警告，最值得研究。
最值得研究。事實上，
事實上，銀行對貸款審批，
銀行對貸款審批，不論對內地、
不論對內地、對本
港以至對海外，
港以至對海外，都有一套審批準則，
都有一套審批準則，如抵押品及公司收支數據，
如抵押品及公司收支數據，金管局開腔要求對內地企業貸
款把好關，
款把好關，恐怕大事不妙。
恐怕大事不妙。
香港銀行對內地企業的貸款，
香港銀行對內地企業的貸款，自2013年中以來飆升
2013年中以來飆升。
年中以來飆升。當時，
當時，中國政府旨在控制在岸美元貸
款的監管政策，
款的監管政策，迫使內地企業尋求離岸外幣貸款。
迫使內地企業尋求離岸外幣貸款。資料顯示，
資料顯示，香港的貸款總量在2013
香港的貸款總量在2013年創下
2013年創下800
年創下800
億美元的紀錄新高，
億美元的紀錄新高，相比2012
相比2012年大漲
2012年大漲86%
年大漲86%，
86%，當中約70%
當中約70%的貸款流向了中國企業
70%的貸款流向了中國企業。
的貸款流向了中國企業。內地企業來港集
資，成本比起內地便宜得多，
成本比起內地便宜得多，來港借錢當然着數，
來港借錢當然着數，但本港資金成本低企，
但本港資金成本低企，內企竟佔盡便宜，
內企竟佔盡便宜，搶
了70%貸款
70%貸款?
貸款?
國際清算銀行(BIS)
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顯示
(BIS)數據顯示，
數據顯示，港資銀行對內地企業的貸款中，
港資銀行對內地企業的貸款中，目前未償還貸款達4300
目前未償還貸款達4300億美
4300億美
元，相當於香港GDP
相當於香港GDP的
GDP的165%，
165%，情況有點失控。
情況有點失控。有投行警告，
有投行警告，港銀投放給內地企業的貸款質量有
待考驗，
待考驗，信貸風險令人擔憂。
信貸風險令人擔憂。

【貸款4300億元
億元 達GDP 165%】
】
貸款
金管局數據顯示，
管局數據顯示，截至2013
截至2013年底
2013年底，
年底，在香港銀行業的貸款總額中，
在香港銀行業的貸款總額中，對內地的淨貸款佔比接近
40%，
40%，而2010年該比率還是零
2010年該比率還是零。
年該比率還是零。至於另一個金融中心新加坡，
至於另一個金融中心新加坡，對中國內地的貸款同樣大幅增加；
對中國內地的貸款同樣大幅增加；
不過，
不過，官方數據顯示，
官方數據顯示，有關貸款規模僅相當於新加坡GDP
有關貸款規模僅相當於新加坡GDP的
GDP的15%。
15%。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融資成本變得低廉，
融資成本變得低廉，中國內地特別是私人企業卻借款困難，
中國內地特別是私人企業卻借款困難，吸引本
地銀行進入這個市場。
地銀行進入這個市場。不過，
不過，香港銀行業對內地的貸款從零急劇增加到4300
香港銀行業對內地的貸款從零急劇增加到4300億美元
4300億美元，
億美元，不禁令人
擔心，
擔心，在中國經濟增速減慢、
在中國經濟增速減慢、債務違約、
債務違約、樓市搖搖欲墜之際，
樓市搖搖欲墜之際，港資銀行在中國的信貸風險是不
是太高了。
是太高了。
近日多宗內地大型企業債務違約
近日多宗內地大型企業債務違約，
企業債務違約，包括浙江興潤置業等企業破產消息，
包括浙江興潤置業等企業破產消息，可能只是向外披露
的風險事件中的冰山一角，
的風險事件中的冰山一角，內地企業過去幾年債務如此史無前例的激增，
內地企業過去幾年債務如此史無前例的激增，而且還多得本港銀行
出手，
出手，現在看來，
現在看來，一旦內地出現資金鏈斷裂而大量企業賴債，
一旦內地出現資金鏈斷裂而大量企業賴債，本港銀行將首當其衝。
本港銀行將首當其衝。
東亞銀行(023)
東亞銀行(023)本月初公布的業績
(023)本月初公布的業績，
本月初公布的業績，或可作為上述金管局口頭警告的對照。
或可作為上述金管局口頭警告的對照。東亞2013
東亞2013年全年
2013年全年
業績受惠於淨息差大幅擴闊及淨利息收入急升，
業績受惠於淨息差大幅擴闊及淨利息收入急升，純利增長9.2%
純利增長9.2%至
9.2%至66.13億元
66.13億元，
億元，連續4
連續4年創新高；
年創新高；期
內淨息差擴闊23
內淨息差擴闊23點子至
23點子至1.9%
點子至1.9%，
1.9%，帶動淨利息收入大增25.1%
帶動淨利息收入大增25.1%至
25.1%至121.67億元
121.67億元。
億元。東亞中國一直是集團業
績增長亮點，
績增長亮點，今次亦不例外，
今次亦不例外，東亞中國稅前溢利增長29.14%
東亞中國稅前溢利增長29.14%至
29.14%至27.83億元
27.83億元，
億元，佔集團稅前溢利比重
由2012年的
2012年的28.49%
年的28.49%，
28.49%，增加至32.8%
增加至32.8%。
32.8%。
不過，
不過 ， 東亞去年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大增1.15
東亞去年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大增 1.15倍至
1.15 倍至4.58
倍至 4.58億元
4.58 億元，
億元 ， 不良貸款比率微升1
不良貸款比率微升 1 點子至
0.39%，
0.39%，其中東亞中國的不良貸款比率由2012
其中東亞中國的不良貸款比率由2012年的
2012年的0.43%
年的0.43%，
0.43%，增至0.49%
增至0.49%。
0.49%。去年中國資金面偏緊，
去年中國資金面偏緊，但
未聞企債違約，
未聞企債違約，今年來陸續有壞消息出現，
今年來陸續有壞消息出現，看來金管局掌握的消息不會比市場少，
看來金管局掌握的消息不會比市場少，希望香港不
會成為幾年前的冰島。
會成為幾年前的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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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指南
運營小生意可為您帶來很多收益和好處。
運營小生意可為您帶來很多收益和好處。保持良好的交易和稅務發票記錄有助於你管理現金交
流，做出明智的商業決定。
做出明智的商業決定。這也會讓你更容易達成你的稅務義務，
這也會讓你更容易達成你的稅務義務，並且可能在將來節省你的時間和
金錢。
金錢。

保持良好記錄
你需要為商業交易保持良好記錄的原因有很多。
你需要為商業交易保持良好記錄的原因有很多。良好的商業記錄保持包括：
良好的商業記錄保持包括：




讓你更容易達成稅務義務；
讓你更容易達成稅務義務；
讓你更容易瞭解你生意的運營情況；
讓你更容易瞭解你生意的運營情況；
幫你做出明智的商業決定；
幫你做出明智的商業決定；

並且這是法律要求－
並且這是法律要求－依照法律你必須保存商業記錄(紙質或電子版
依照法律你必須保存商業記錄 紙質或電子版)至少五年
紙質或電子版 至少五年。
至少五年。記錄均應為英文
版或是可以容易翻譯的版本。
版或是可以容易翻譯的版本。如果你沒有正確的稅務記錄，
如果你沒有正確的稅務記錄，可能會受到處罰。
可能會受到處罰。不完善的記帳也是導
致很多小生意失敗的主要原因。
致很多小生意失敗的主要原因。

小貼士
每週勻出時間保存最新的記錄
每週勻出時間保存最新的記錄。
保存最新的記錄。在需要做退稅的時候這能幫到你，
在需要做退稅的時候這能幫到你，因為所有的資訊你都有，
因為所有的資訊你都有，你
不會被文書工作弄得不知所措。
不會被文書工作弄得不知所措。這讓你能把時間用於賺錢，
這讓你能把時間用於賺錢，而不是做文書工作。
而不是做文書工作。

你必須保存的商業記錄
收入稅記錄
你必須記錄所有的銷售額（
你必須記錄所有的銷售額（收入）
收入）和支出以為你的活動聲明和年度退稅做準備，
和支出以為你的活動聲明和年度退稅做準備，以及滿足其他
納稅義務。
納稅義務。你還需要保存年終記錄。
你還需要保存年終記錄。這些記錄包括：
這些記錄包括：

收入和銷售記錄
記錄所有的銷售交易－
記錄所有的銷售交易－例如，
例如，包括稅務發票在內的發票、
包括稅務發票在內的發票、收據簿、
收據簿、收銀機紙帶和現金銷售記錄。
收銀機紙帶和現金銷售記錄。

支出或購買記錄
記錄所有商業支出，
記錄所有商業支出，包括現金支出。
包括現金支出。記錄可以是收據、
記錄可以是收據、包括稅務發票在內的發票、
包括稅務發票在內的發票、支票簿收據、
支票簿收據、信用卡
收據和用於記錄小額現金支出的日記本。
收據和用於記錄小額現金支出的日記本。顯示你如何計算你私人使用購買物的記錄。
顯示你如何計算你私人使用購買物的記錄。

年終記錄
這包括你的債劵人（
這包括你的債劵人（你欠款的人）
你欠款的人）或債務人（
或債務人（欠你款的人）
欠你款的人）的名單以及記錄你資產產貶值（
的名單以及記錄你資產產貶值（亦稱作貶值
資產）
資產）的工作表，
的工作表，盤貨表和資本收益稅務記錄。
盤貨表和資本收益稅務記錄。

銀行記錄
你從銀行收到的文件，
你從銀行收到的文件，例如銀行對帳單、
例如銀行對帳單、貸款檔和存摺。
貸款檔和存摺。

其他你需要做的記錄
除普通記錄外，
除普通記錄外，你可能需要根據你的稅務義務或支出類型做其他記錄。
你可能需要根據你的稅務義務或支出類型做其他記錄。

商品及服務稅(GST)記錄
記錄
商品及服務稅
你需要保存的主要GST記錄就是由你的供應商出具的稅務發票
記錄就是由你的供應商出具的稅務發票。
你需要保存的主要
記錄就是由你的供應商出具的稅務發票。記住，
記住，你需要稅務發票才能要求稅務抵
目的所作的計算保存記錄。
免。你需要為任何調整、
你需要為任何調整、決定或為GST目的所作的計算保存記錄
決定或為
目的所作的計算保存記錄。

雇員和承包商記錄
如果你有雇員或承包商，
如果你有雇員或承包商，你需要做以下記錄：
你需要做以下記錄：
稅務(TFN)申報單或扣繳申報單
申報單或扣繳申報單；
稅務
申報單或扣繳申報單；你付給他們的工資、
你付給他們的工資、津貼或其他款項；
津貼或其他款項；養老金記錄，
養老金記錄，包括你的付款和
顯示你已經滿足養老金義務的記錄；
記錄；
顯示你已經滿足養老金義務的記錄；提供給你的附加福利(FBT)記錄
提供給你的附加福利
記錄；你和承包商的任何合同的影本。
你和承包商的任何合同的影本。

燃油稅記錄
如果你打算為你的生意要求燃油稅抵免，
如果你打算為你的生意要求燃油稅抵免，你必須保存以下記錄：
你必須保存以下記錄：
購買燃油；
購買燃油；將燃油用於你的生意；
將燃油用於你的生意；在計算可抵免額的時候使用了正確的價格
在計算可抵免額的時候使用了正確的價格。
時候使用了正確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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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研訊個案－
向一手住宅物業買家提供誤導性資訊
從業員向一手住宅物業的買家提供資訊時，
從業員向一手住宅物業的買家提供資訊時，必須以賣方所提供最新版本的售樓說明書、
必須以賣方所提供最新版本的售樓說明書、價
單及相關文件內所載列的資訊為基準，
並避免作出失實陳述。
否則，
單及相關文件內所載列的資訊為基準
，並避免作出失實陳述
。否則
，從業員可能會被監管局紀
律處分。
律處分
。
一名從業員在推廣一個新住宅樓盤的單位時，
一名從業員在推廣一個新住宅樓盤的單位時，向一位準買家保證她能獲得銀行批出相等於
單位售價80%的按揭貸款
的按揭貸款。
從業員並再三游說該準買家
游說該準買家，
聲稱發展商正提供樓價5%的折扣優
單位售價
的按揭貸款
。從業員並再三
游說該準買家
，聲稱發展商正提供樓價
的折扣優
而且只有透過他所屬的地產代理公司購買該樓盤的人士，
才能享有該項優惠，
惠，而且只有透過他所屬的地產代理公司購買該樓盤的人士
，才能享有該項優惠
，而當日更是
該優惠的最後一天。
該優惠的最後一天。
基於該從業員提供的上述資訊，
基於該從業員提供的上述資訊，該名買家決定購入單位，
該名買家決定購入單位，並在該從業員協助下簽署臨時買
賣合約，
的訂金。
的按揭
賣合約，支付相等於樓價10%的訂金
支付相等於樓價
的訂金。然而，
然而，買家後來發現她未能取得相等於樓價80%的按揭
買家後來發現她未能取得相等於樓價
貸款，
更得悉發展商並無向任何一間地產代理公司提供獨家折扣優惠，
貸款
，更得悉發展商並無向任何一間地產代理公司提供獨家折扣優惠
，而事發當天亦不是該優
惠的最後一天。
買家遂向監管局投訴。
惠的最後一天
。買家遂向監管局投訴
。
監管局紀律委員會認為，
監管局紀律委員會認為，該從業員向買家提供誤導性的資訊，
該從業員向買家提供誤導性的資訊，包括關於按揭及發展商提供
優惠的資料，
該從業員因此未有遵守《
操守守則》
段所述「
優惠的資料
，該從業員因此未有遵守
《操守守則
》第3.7.2段所述
段所述
「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避免做
出可能令地產代理行業信譽及／
或名聲受損的行為」。
」。紀律委員會決定譴責該名從業員
紀律委員會決定譴責該名從業員，
出可能令地產代理行業信譽及
／或名聲受損的行為
」。
紀律委員會決定譴責該名從業員
，並暫
時吊銷他的牌照三個月。
時吊銷他的牌照三個月
。
上述個案發生於《
「該條例」
生效之前。
上述個案發生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該條例」)生效之前
生效之前。監管局提醒持牌人，
監管局提醒持牌人，
自該條例於2013年
月底生效後，
持牌人在推銷一手住宅物業時如果作出可能誤導準買家的陳
自該條例於
年4月底生效後
月底生效後
，持牌人在推銷一手住宅物業時如果作出可能誤導準買
家的陳
述，有可能同時觸犯該條例。
有可能同時觸犯該條例。因為根據該條例，
因為根據該條例，任何人作出具欺詐性或罔顧實情的失實陳述，
任何人作出具欺詐性或罔顧實情的失實陳述，
以誘使另一人購買物業，
即屬於犯罪。
以誘使另一人購買物業
，即屬於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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