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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 127號法律公告

《釋義及通則條例》

立法會決議

《公司 (章程細則範本 )公告》

立法會於 2013年 7月 17日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34(2)條
提出和通過的決議。

議決修訂於 2013年 5月 29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公司 (章程細則
範本 )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13年第 77號法律公告 )，修訂方式列
於附表。

L.N. 127 of 2013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Resol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anies (Model Articles) Notice

Resolution made and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under section 
34(2)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Cap. 1) on 
17 July 2013.

Resolved that the Companies (Model Articles) Notic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as Legal Notice No. 77 of 2013 and laid on the tabl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29 May 2013,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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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Amendments to Companies (Model Articles) Notice

1. Schedule 1 amended (model articles for public companies limited 
by shares)

 (1) Schedule 1, Chinese text, contents—

Repeal

“54.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執行代表委任”

Substitute

“54.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2) Schedule 1, Chinese text, article 16(6)(b)—

Repeal

“本公司或”

Substitute

“本公司”.

 (3) Schedule 1, article 31—

Repeal paragraph (4)

Substitute

 “(4) An alternate director must not be counted or regarded 
as more than one director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a quorum is participating; or

 (b) a directors’ written resolution is adopted.”.

 (4) Schedule 1, Chinese text—

Repeal article 54

Substitute

附表

對《公司 (章程細則範本 )公告》的修訂

1. 修訂附表 1 (公眾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細則範本 )

 (1) 附表 1，中文文本，目錄——
廢除
“54.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執行代表委任”

代以
“54.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2) 附表 1，中文文本，第 16(6)(b)條——
廢除
“本公司或”

代以
“本公司”。

 (3) 附表 1，第 31條——
廢除第 (4)款
代以

 “(4) 在——
 (a) 斷定參與會議的董事是否達到法定人數時；或
 (b) 斷定董事書面決議是否獲採納時，

同一名候補董事，不得算作或被視為多於 1名董事。”。
 (4) 附表 1，中文文本——

廢除第 54條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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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如代表通知書未經認證，它須隨附書面證據，證明簽立有關
代表委任文書的人，有權代作出有關委任的成員，簽立該文
書。”.

 (5) Schedule 1, Chinese text, article 66(1)(a)—

Repeal

“個別”

Substitute

“分開的”.

 (6) Schedule 1, Chinese text, article 67(2)(a)—

Repeal

“個別”

Substitute

“分開的”.

 (7) Schedule 1, Chinese text, article 69(7)(b)—

Repeal

“正式手續”

Substitute

“正式轉讓手續”.

 (8) Schedule 1, Chinese text, article 78(2)(b)—

Repeal

“正式手續”

Substitute

“正式轉讓手續”.

2. Schedule 2 amended (model articles for private companies limited 
by shares)

 (1) Schedule 2, Chinese text, contents—

 “54.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如代表通知書未經認證，它須隨附書面證據，證明簽立有關
代表委任文書的人，有權代作出有關委任的成員，簽立該文
書。”。

 (5) 附表 1，中文文本，第 66(1)(a)條——
廢除
“個別”

代以
“分開的”。

 (6) 附表 1，中文文本，第 67(2)(a)條——
廢除
“個別”

代以
“分開的”。

 (7) 附表 1，中文文本，第 69(7)(b)條——
廢除
“正式手續”

代以
“正式轉讓手續”。

 (8) 附表 1，中文文本，第 78(2)(b)條——
廢除
“正式手續”

代以
“正式轉讓手續”。

2. 修訂附表 2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細則範本 )

 (1) 附表 2，中文文本，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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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l

“50.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執行代表委任”

Substitute

“50.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2) Schedule 2, Chinese text, article 17(6)(b)—

Repeal

“本公司或”

Substitute

“本公司”.

 (3) Schedule 2, article 29—

Repeal paragraph (4)

Substitute

 “(4) An alternate director must not be counted or regarded 
as more than one director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a quorum is participating; or

 (b) a directors’ written resolution is adopted.”.

 (4) Schedule 2, Chinese text—

Repeal article 50

Substitute

 “50.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如代表通知書未經認證，它須隨附書面證據，證明簽立有關
代表委任文書的人，有權代作出有關委任的成員，簽立該文
書。”.

 (5) Schedule 2, Chinese text, article 61(1)(a)—

Repeal

“個別”

廢除
“50.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執行代表委任”

代以
“50.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2) 附表 2，中文文本，第 17(6)(b)條——
廢除
“本公司或”

代以
“本公司”。

 (3) 附表 2，第 29條——
廢除第 (4)款
代以

 “(4) 在——
 (a) 斷定參與會議的董事是否達到法定人數時；或
 (b) 斷定董事書面決議是否獲採納時，

同一名候補董事，不得算作或被視為多於 1名董事。”。
 (4) 附表 2，中文文本——

廢除第 50條
代以

 “50.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如代表通知書未經認證，它須隨附書面證據，證明簽立有關
代表委任文書的人，有權代作出有關委任的成員，簽立該文
書。”。

 (5) 附表 2，中文文本，第 61(1)(a)條——
廢除
“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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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itute

“分開的”.

 (6) Schedule 2, Chinese text, article 62(2)(a)—

Repeal

“個別”

Substitute

“分開的”.

3. Schedule 3 amended (model articles for companies limited by 
guarantee)

 (1) Schedule 3, Chinese text, contents—

Repeal

“49.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執行代表委任”

Substitute

“49.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2) Schedule 3, Chinese text, article 16(6)(b)—

Repeal

“本公司或”

Substitute

“本公司”.

 (3) Schedule 3, article 27—

Repeal paragraph (4)

Substitute

 “(4) An alternate director must not be counted or regarded 
as more than one director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a quorum is participating; or

 (b) a directors’ written resolution is adopted.”.

 (4) Schedule 3, Chinese text—

代以 

“分開的”。
 (6) 附表 2，中文文本，第 62(2)(a)條——

廢除
“個別”

代以
“分開的”。

3. 修訂附表 3 (擔保有限公司的章程細則範本 )

 (1) 附表 3，中文文本，目錄——
廢除
“49.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執行代表委任”

代以
“49.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2) 附表 3，中文文本，第 16(6)(b)條——
廢除
“本公司或”

代以
“本公司”。

 (3) 附表 3，第 27條——
廢除第 (4)款
代以

 “(4) 在——
 (a) 斷定參與會議的董事是否達到法定人數時；或
 (b) 斷定董事書面決議是否獲採納時，

同一名候補董事，不得算作或被視為多於 1名董事。”。
 (4) 附表 3，中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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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l article 49

Substitute

 “49.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如代表通知書未經認證，它須隨附書面證據，證明簽立有關
代表委任文書的人，有權代作出有關委任的成員，簽立該文
書。”.

Kenneth CHEN Wei-on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7 July 2013

廢除第 49條
代以

 “49. 代委任代表的成員，簽立代表委任文書
如代表通知書未經認證，它須隨附書面證據，證明簽立有關
代表委任文書的人，有權代作出有關委任的成員，簽立該文
書。”。

立法會秘書
陳維安

2013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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