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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Everest Medicines Limited
雲 頂 新 耀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52）

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細則

雲頂新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通過採納新細則的方式修訂本公
司第六版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細則」）的若干條文，以(i)容許以電子會議（亦稱
為虛擬股東大會）方式或混合模式會議方式舉行股東大會；及(ii)使現有細則符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三所作的修訂（已於2022年1月1日生效）及開曼群島
的適用法律。

細則現有條文與細則建議修訂（「建議修訂」）的對照載列於下表：

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2.2　於本細則內，除非與主題或文義不一
致，否則：⋯⋯

（右側一欄為新增釋義）

2.2　於本細則內，除非與主題或文義不一
致，否則：⋯⋯

「通訊設施」指視頻、視頻會議、互聯網或
線上會議應用程序、電話或電話會議及╱
或任何其他視頻通信、互聯網或線上會議
應用程序或電信設施，通過該等設施，所
有與會人士均能夠聽到對方的聲音並被對
方聽到。

「人士」指任何自然人、商號、公司、合資
企業、合夥企業、法團、協會或其他實體
（不論是否具有獨立法人身份），或如文義
所指，指其中任何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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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出席」指就任何人士而言，該人士出席股
東大會，可通過該人士或（如為法團或其
他非自然人士）其正式授權的代表（或（就
任何股東而言）該股東根據本細則有效委
任的受委代表）按以下方式來滿足，即：

(a) 親身出席會議；或
(b) 通過使用有關通訊設施進行連接（就根
據本細則允許使用通訊設施的任何會
議而言，包括任何虛擬會議）。

「虛擬會議」指股東（及任何其他獲准參與
有關會議的人士，包括但不限於會議主席
及任何董事）獲准僅通過通訊設施出席及
參與的任何股東大會。

12.1　除本公司採納本細則的年度外，本
公司應每年召開一次股東大會作為其股東
週年大會，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
與上屆股東週年大會相隔時間不可超過15
個月，或不可超過採納本細則日期後18個
月（或聯交所可能授權的更長期間）。股東
週年大會須於其召集通知上具體說明有關
情況，並須於董事會指定的時間及地點舉
行。

12.1　除本公司採納本細則的年度外，本
公司應於每個財政年度召開一次股東大會
作為其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舉行日期與上屆股東週年大會相隔時間
不可超過15個月，或不可超過採納本細則
日期後18個月（或聯交所可能授權的更長期
間）。股東週年大會須於其召集通知上具體
說明有關情況，並須於董事會指定的時間
及地點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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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12.3　董事會可於其認為適當的時候召開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大會亦可由任何一名
或多名持有股東聯合書面請求而召開，該
等股東於存放請求書當日，須持有佔本公
司實繳股本不少於十分之一並附帶權利於
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股份。該書面請
求須存放於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辦事處（或
倘本公司不再設置上述主要辦事處，則為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當中須列明大會的主
要事項並由請求人簽署。倘董事會在請求
書存放日期起計21日內未有妥為安排召開
將於其後21日內召開的會議，則請求人本
身或持有請求人半數以上投票權的任何請
求人可以盡可能接近董事會可能召開會議
相同的方式召開會議，惟如此召開的任何
會議不得於存放有關請求書之日起計三個
月屆滿後召開，且請求人因董事會未有成
功召開會議而招致的所有合理費用，須由
本公司償還請求人。

12.3　董事會可於其認為適當的時候召開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大會亦可由任何一名
或多名持有股東聯合書面請求而召開，該
等股東於存放請求書當日，須持有佔本公
司實繳股本投票權（按每股投一票的基準）
不少於十分之一並附帶權利於本公司股東
大會上投票的股份。該書面請求須存放於
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辦事處（或倘本公司
不再設置上述主要辦事處，則為本公司註
冊辦事處），當中須列明大會的主要事項
及將加入至會議議程中的決議案並由請求
人簽署。倘董事會在請求書存放日期起計
21日內未有妥為安排召開將於其後21日內
召開的會議，則請求人本身或持有請求人
半數以上投票權的任何請求人可以盡可能
接近董事會可能召開會議相同的方式召開
會議，惟如此召開的任何會議不得於存放
有關請求書之日起計三個月屆滿後召開，
且請求人因董事會未有成功召開會議而招
致的所有合理費用，須由本公司償還請求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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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不適用。右側一欄為新增條文） 12.4　董事可為本公司的特定股東大會或
所有股東大會提供通訊設施，以便股東及
其他參與者可透過該等通訊設施出席及參
與有關股東大會。在不限制上述規定的一
般性的情況下，董事可決定任何股東大會
可作為虛擬會議舉行。

12.4　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須至少提前21日發
出書面通知，召開任何股東特別大會則須
至少提前14日發出書面通知。上市規則的
要求所規限，有關通知應不包括送達或視
作送達通知的當日，也不包括發出當日，
並應列明會議時間、地點、會議議程以及
須於有關會議上審議的決議詳情及該事項
的一般性質。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知應
如此具體說明該大會，而召開大會以通過
特別決議案的通知應表明其提呈決議作為
特別決議案的意願。每次股東大會的通知
應交予審計師及所有股東（根據本細則的
條款或根據其所持股份的發行條款而無權
從本公司收到有關通知的股東除外）。

12.45　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須至少提前21
日發出書面通知，召開任何股東特別大會
則須至少提前14日發出書面通知。上市規
則的要求所規限，有關通知應不包括送達
或視作送達通知的當日，也不包括發出當
日，並應列明會議時間、地點、會議議程
以及須於有關會議上審議的決議詳情及該
事項的一般性質。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
知應如此具體說明該大會，而召開大會以
通過特別決議案的通知應表明其提呈決議
作為特別決議案的意願。將使用通訊設施
的任何股東大會（包括任何虛擬會議）（包
括根據細則第12.12條延期或重新召開的大
會）的通知必須披露將會使用的通訊設施，
包括有意使用有關通訊設施出席、參與有
關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任何股東或其他股
東大會參與者所需遵循的程序。每次股東
大會的通知應交予審計師及所有股東（根
據本細則的條款或根據其所持股份的發行
條款而無權從本公司收到有關通知的股東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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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13.1　就所有目的而言，兩名親身（或如股
東為法團，由其正式授權代表出席）或由受
委代表出席的股東即為股東大會的法定人
數，但倘本公司僅有一名註冊股東，則法
定人數須由該唯一股東親身或由受委代表
出席。除非在股東大會開始時有構成所需
的法定人數的股東出席，否則不得在會上
處理事務（委任大會主席除外）。

13.1　就所有目的而言，兩名親身（或如股
東為法團，由其正式授權代表出席）或由受
委代表出席的股東即為股東大會的法定人
數，但倘本公司僅有一名註冊股東，則法
定人數須由該唯一股東親身或由受委代表
出席。除非在股東大會開始時有構成所需
的法定人數的股東出席，否則不得在會上
處理事務（委任大會主席除外）。

13.2　如果在指定的開會時間起15分鐘內
未有法定人數出席，若該大會是應股東要
求而召開，則大會應解散；但在任何其他
情況下，該大會應押後至下一個星期同一
日在董事會決定的時間及地點舉行，且如
在該續會上指定的會議時間起15分鐘內未
有法定人數出席，親身出席的股東或多名
股東（或如股東為法團，由其正式授權代表
出席）或由受委代表出席的股東即為法定
人數，並可處理有關召開該會議的事務。

13.2　如果在指定的開會時間起15分鐘內
未有法定人數出席，若該大會是應股東要
求而召開，則大會應解散；但在任何其他
情況下，該大會應押後至下一個星期同一
日在董事會決定的時間及地點舉行，且如
在該續會上指定的會議時間起15分鐘內未
有法定人數出席，親身出席的股東或多名
股東（或如股東為法團，由其正式授權代表
出席）或由受委代表出席的股東即為法定
人數，並可處理有關召開該會議的事務。

13.3　董事會主席應主持每次股東大會，或
倘並無有關主席，或在任何股東大會上，
該主席未能在該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後15分
鐘內出席或不願出任該大會主席，則出席
的董事應推選另一名董事為會議主席，及
倘並無董事出席，或所有出席的董事均不
願出任會議主席，或倘獲推選的主席須退
任主席之位，則出席的股東（不論親身或由
受委代表或正式授權代表出席）須推選一
名股東為會議主席。

13.3　董事會主席應主持每次股東大會，或
倘並無有關主席，或在任何股東大會上，
該主席未能在該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後15分
鐘內出席或不願出任該大會主席，則出席
的董事應推選另一名董事為會議主席，及
倘並無董事出席，或所有出席的董事均不
願出任會議主席，或倘獲推選的主席須退
任主席之位，則出席的股東（不論親身或由
受委代表或正式授權代表出席）須推選一
名股東為會議主席。（註：本條修訂僅影響
英文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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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不適用。右側一欄為新增條文） 13.4　任何股東大會的主席均有權藉助通
訊設施出席及參與有關股東大會並擔任主
席，在此情況下：

(a) 主席應被視為出席會議；及

(b) 若通訊設施因任何原因中斷或失靈，
令主席無法聽到出席及參與該會議的
所有其他人士及被彼等聽到，則出席
會議的其他董事應選擇另一名出席的
董事於會議的剩餘時間內擔任會議主
席；惟前提條件為：(i)倘並無其他董事
出席會議，或(ii)倘出席會議的所有董
事拒絕擔任主席，則會議應自動延期至
下週的同一天並於董事會釐定的有關
時間及地點舉行。

13.4　經達到出席法定人數的任何股東大
會批准，主席可以及須（如大會有所指示）
按大會決定隨時隨地中止任何大會。倘大
會休會長達14日或以上，應按如同初次會
議的方式，於至少七個完整日之前發出列
明續會地點、日期及時間的通知，惟有關
通知內毋須列明將於續會上處理的事務的
性質。除前文所述外，無須就會議的延期
或就任何續會上將予處理的事務向股東發
出任何通知，且任何股東亦無權利收到任
何該等通知。除中止的大會可能遺留未決
的事務外，概不得於續會上處理任何事務。

13.45　經達到出席法定人數的任何股東大
會批准，主席可以及須（如大會有所指示）
按大會決定隨時隨地中止任何大會。倘大
會休會長達14日或以上，應按如同初次會
議的方式，於至少七個完整日之前發出列
明續會地點、日期及時間的通知，惟有關
通知內毋須列明將於續會上處理的事務
的性質。除前文所述外，無須就會議的延
期或就任何續會上將予處理的事務向股東
發出任何通知，且任何股東亦無權利收到
任何該等通知。除中止的大會可能遺留未
決的事務外，概不得於續會上處理任何事
務。（註：本條修訂僅影響英文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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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在任何一類別或多類別股份當時所
附有關表決的任何特別權利、特權或限制
的規限下，於任何股東大會上，如以舉手
方式表決，則每名親身出席的股東（或如股
東為法人，則其正式授權代表）可投一票；
如以投票方式表決，則每名親身出席的股
東（或如股東為法人，則其正式授權代表）
或受委代表可就股東名冊內登記於其名下
之每股股份投一票。於投票表決時，有權
投多於一票的股東並無責任以同一方式全
數投下所有的票數。為免生疑問，若超過
一名受委代表獲經認可的結算所（或其提
名人）委任，則每名受委代表於以舉手方式
表決時應有權投一票，且在以投票方式表
決時，每名受委代表並無責任以同一方式
全數投下所有的票數。

14.1　在任何一類別或多類別股份當時所
附有關表決的任何特別權利、特權或限制
的規限下，於任何股東大會上，如以舉手
方式表決，則(a)每名親身出席的股東（或如
股東為法人，則其正式授權代表）應有發言
權；(b)如以舉手方式表決，則每名以有關
方式出席的股東可投一票；及(c)如以投票
方式表決，則每名親身以有關方式出席的
股東（或如股東為法人，則其正式授權代
表）或受委代表可就股東名冊內登記於其
名下之每股股份投一票。於投票表決時，
有權投多於一票的股東並無責任以同一方
式全數投下所有的票數。為免生疑問，若
超過一名受委代表獲經認可的結算所（或
其提名人）委任，則每名受委代表於以舉手
方式表決時應有權投一票，且在以投票方
式表決時，每名受委代表並無責任以同一
方式全數投下所有的票數。

14.4　如屬任何股份的聯名登記持有人，
該等人士中任何一人均可於任何大會上就
有關股份親身或由受委代表投票，猶如其
獨自持有該等股份一樣；但若超過一名該
等聯名持有人親身或由受委代表出席任何
大會，則前述出席人士中排名最先或（視情
況而定）較先者方有權就有關聯名持有的
股份投票，而就此而言，排名次序則參考
聯名持有人就有關聯名持有的股份於股東
名冊內的排名次序而定。已故股東的多名
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就本條細則而言
被視為以其名義持有的任何股份的聯名持
有人。

14.4　如屬任何股份的聯名登記持有人，
該等人士中任何一人均可於任何大會上就
有關股份親身或由受委代表投票，猶如其
獨自持有該等股份一樣；但若超過一名該
等聯名持有人親身或由受委代表出席任何
大會，則前述出席人士中排名最先或（視情
況而定）較先者方有權就有關聯名持有的
股份投票，而就此而言，排名次序則參考
聯名持有人就有關聯名持有的股份於股東
名冊內的排名次序而定。已故股東的多名
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就本條細則而言
被視為以其名義持有的任何股份的聯名持
有人。（註：本條修訂僅影響英文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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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14.6　除當時已完全繳清就其股份所應付
本公司的一切款項的正式登記股東以外，
其他人士一概無權親身或委派受委代表出
席任何股東大會或參與表決（除非受委代表
為另一名股東）或被計入法定人數之內，惟
本細則有明文規定或董事會另行決定者則
作別論。

14.6　除當時已完全繳清就其股份所應付本
公司的一切款項的正式登記股東以外，其
他人士一概無權親身或委派受委代表出席
任何股東大會或參與表決（除非受委代表為
另一名股東）或被計入法定人數之內，惟本
細則有明文規定或董事會另行決定者則作
別論。（註：本條修訂僅影響英文版細則）

14.14　作為股東的任何公司，可藉其董
事或其他管治團體通過決議，或通過授權
書，授權其認為合適的人士擔任其出席本
公司任何會議或任何類別股份的股東大會
的代表；獲該授權的人士有權代表其所代
表的公司行使猶如該公司為個人股東的相
同權力，若該公司已委派代表出席任何會
議，則視為親自出席論。

14.14　作為股東的任何公司，可藉其董
事或其他管治團體通過決議，或通過授權
書，授權其認為合適的人士擔任其出席本
公司任何會議或任何類別股份的股東大會
的代表；獲該授權的人士有權代表其所代
表的公司行使猶如該公司為個人股東的相
同權力，若該公司已委派代表出席任何會
議，則視為親自出席論。（註：本條修訂僅
影響英文版細則）

16.2　董事會有權不時及隨時委任任何人
士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或作為
增添董事。任何以該等方式任命的董事僅
留任至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大會，屆時彼等
將合資格於該會議上膺選連任。

16.2　董事會有權不時及隨時委任任何人
士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或作為
增添董事。任何以該等方式任命的董事僅
留任至其獲委任後本公司下一首屆股東週
年大會，屆時彼等將合資格於該會議上膺
選連任。

16.6　儘管本細則或本公司與董事簽訂的
任何協議另有規定，本公司可在任何時間
通過普通決議案在任何董事（包括董事總
經理或其他執行董事）任期屆滿前將其免
任，並可通過普通決議案選舉另一人士以
接替其職位。任何以該等方式當選的人士
應僅能任職至其代替的董事在沒有被免除
董事職位的情況下可以任職的時間。本條
細則的任何條文均不應被視為剝奪根據本
條細則任何規定而遭免職的董事因終止董
事職務或因為終止董事職務而終止任何其
他委任或職務而應當獲得的補償或損害賠
償，亦不會被視為削弱除本條細則規定之
外的任何罷免董事的權力。

16.6　儘管本細則或本公司與董事簽訂的
任何協議另有規定，本公司可在任何時間
通過普通決議案在任何董事（包括董事總
經理或其他執行董事）任期屆滿前將其免
任，並可通過普通決議案選舉另一人士以
接替其職位。任何以該等方式當選的人士
應僅能任職至其代替的董事在沒有被免除
董事職位的情況下可以任職的時間。本條
細則的任何條文均不應被視為剝奪根據本
條細則任何規定而遭免職的董事因終止董
事職務或因為終止董事職務而終止任何其
他委任或職務而應當獲得的補償或損害賠
償，亦不會被視為削弱除本條細則規定之
外的任何罷免董事的權力。（註：本條修訂
僅影響英文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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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條文 建議修訂
29.2　本公司應在每屆股東週年大會委任
本公司的一名或多名審計師，任期至下屆
股東週年大會。在審計師任期屆滿前將其
罷免，應由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
案批准。審計師酬金由本公司在委任審計
師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確定，但本公司可在
任何特定年度的股東大會上轉授權力予董
事會以確定審計師的酬金。僅能委任獨立
於本公司的人員為審計師。董事會可在首
屆股東週年大會前委任本公司的一名或多
名審計師，任期至首屆股東週年大會，除
非被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提前
罷免，在此情況下，股東可於該大會委任
審計師。董事會可填補任何審計師的臨時
空缺，如果仍然出現該等空缺，則尚存或
留任的一名審計師或多名審計師（如有）可
擔任審計師的工作。董事會根據本條細則
委任的任何審計師的酬金由董事會確定。

29.2　本公司應在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以普通
決議案委任本公司的一名或多名審計師，
任期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在審計師任期
屆滿前將其罷免，應由股東在股東大會上
以普通決議案批准。審計師酬金由本公司
在以普通決議案委任審計師的股東週年大
會上確定，但本公司可在任何特定年度的
股東大會上轉授權力予董事會以確定審計
師的酬金。僅能委任獨立於本公司的人員
為審計師。董事會可在首屆股東週年大會
前委任本公司的一名或多名審計師，任期
至首屆股東週年大會，除非被股東於股東
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提前罷免，在此情況
下，股東可於該大會委任審計師。董事會
可填補任何審計師的臨時空缺，如果仍然
出現該等空缺，則尚存或留任的一名審計
師或多名審計師（如有）可擔任審計師的工
作。董事會根據本條細則委任的任何審計
師的酬金由董事會確定。

（不適用。右側一欄為新增條文） 32.1　受公司法所規限，本公司可通過特
別決議案決議本公司自願清盤。

34.　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由董事會規定，並
可由董事會不時更改。

34.　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由董事會規定，
並可由董事會不時更改。除非董事另行規
定，否則本公司的財政年度應為每年12月
31日結束，而於註冊成立年度之後，應由
每年1月1日開始。

建議修訂亦將包括(i)修訂現有細則中所用的若干開曼群島法律的名稱，並對提述該等條
款的相關條文作出相應修訂；及(ii)因前述建議修訂而調整若干細則的編號。

採納載有建議修訂的新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在即將召開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可生效。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進一
步詳情的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雲頂新耀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傅唯

香港，2022年3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傅唯先生及執行董事薄科瑞博士、何穎先生及張曉帆先生、非執行董
事龔聿波先生及康嵐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擘先生、李軼梵先生及蔣世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