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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04年專業會計師年專業會計師年專業會計師年專業會計師(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條例草條例草條例草案案案案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行政長官批准本草案於㆓零零㆕年㆔月㆓十㆕日提交立法會審

議。本草案乃由李家祥議員根據基本法第 74條提出。立法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已於㆓零零㆔年六月十㆔日被諮詢本草案內容，議員支持

草案的整體目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2. 修訂《專業會計師條例》(條例)旨在：

(a) 改善會計專業現行的監管制度；

(b) 擴大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的權力及處分權，並因

應運作經驗為條例和《專業會計師附例》(附例)作

若干技術修訂;

(c) 制訂豁免權條文，涵蓋任何㆟士根據條例真誠㆞執

行法定職能的行為；以及

(d) 更改公會英文名稱，由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改為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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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及公會會員的稱銜由

“專業會計師” 改為 “會計師”。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監管制度改革監管制度改革監管制度改革監管制度改革

3. 會計師在捍衛財務報告的公正可靠方面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會計

專業的監管制度必須公開、有效、具高透明度以及讓投資者有信

心。

4. 香港會計專業的監管制度詳載於《專業會計師條例》。條例第 7

條列明，公會的宗旨，其㆗包括規管會計師專業的執業，及遏止

專業會計師作不名譽的行為及手法。因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的要求，公會於㆓零零㆔年㆒月底提出了連串建議，提議開放

其管治架構及改善現行法定的監管程序。有關建議摘錄如㆘：

(a) 增加公會理事會(公會的管治架構)的非業界及政府委任

成員㆟數，由兩名增至六名；

(b) 擴大由公會理事會設立的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數，由㆔

名增至五名，並更改調查委員會的組成，由非業界㆟士

出任大多數成員(包括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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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改由公會理事會設立的五㆟紀律委員會的組成，由非

業界㆟士出任大多數成員(包括主席)；以及

(d) 作為㆖述第(b)項的另㆒方案，成立㆒個獨立調查局，負

責調查香港聯合交易所㆖市公司的審計㆗涉及的會

計、審計及/或專業操守不當事件。

5. 公會認為㆖述建議當能建立足夠的機制，滿足對專業會計師的操

守和工作實施充分監管的訴求，從而妥善保障公眾利益。政府當

局對公會提出之建議的回應，可見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㆓

零零㆔年㆓月十㆓日對立法會的書面答覆(請參閱附件 )。政府

當局歡迎公會的建議，認為方向正確，並認為建議是加強監管公

會主要職能，從而加強監管會計專業的重要步驟。公會打算第㆒

步先執行以㆖第 4(a)至(c)段的建議。

6. 由於這些建議需要透過立法修訂實施，公會以積極態度，尋求李

家祥議員同意由他提出私㆟草案進行立法修訂，以期加快改革步

伐。㆖述建議在㆓零零㆔年七月七日舉行的會員特別大會㆖獲

得公會會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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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於建議㆗的獨立調查局(以㆖第 4(d)段)需要較詳細的研究，而

相關的立法修訂亦須由當局另行諮詢和立法，因而不包括在是次

的立法修訂草案㆗。當局於㆓零零㆔年九月就成立獨立調查局

的建議發表諮詢文件，並將於㆓零零㆕年㆕月㆓日召開的財經

事務委員會會議㆖匯報諮詢結果。

8. 公會預期，倘獨立調查局是按照公會建議的形式成立，則其所須

的立法修訂與公會目前所提出的開放監管建議並不會有任何衝

突。無論如何，公會預計有關獨立調查局的立法建議仍須㆒段時

間方能落實，而為了提升其透明度和問責性，公會認為有必要首

先將公會的開放監管建議落實。

公會理事會公會理事會公會理事會公會理事會

9. 條例的第 10條列出公會理事會的組成。目前公會理事會共有十

六名理事，包括十㆓名是由選舉出來的理事，兩名增選理事（當

選理事及增選理事皆為專業會計師）及兩名當然理事。當選理事

的任期為兩年，而增選理事的任期則為㆒年。

10. 根據條例，行政長官亦有權委任兩名「開辦會計學學科的大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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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育院校的學者」為理事。行政長官過往從未行使過此項委

任權。

11. 公會現建議開放其管治架構，讓行政長官可有權委任㆕名非業界

理事，而非只委任兩名學者。

12. 藉此機會，理事會當選理事的㆟數亦會由十㆓名增至十㆕名。除

十㆕名當選理事外，公會亦建議每年卸任的公會會長毋須經選舉

而可獲委任㆒年，以維持理事會工作的延續性。

13. ㆖述建議如獲採納，公會理事會將最多由㆓十㆔名理事組成，其

㆗最多十七名專業會計師(包括兩位增選理事)及六名非業界理事

(包括兩名當然理事，㆒名為財政司司長代表，另㆒名為庫務署署

長)。非業界成員將來會佔理事會理事總㆟數的百分之㆓十六。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14. 條例第 42C條列出調查委員會的組成。調查委員會乃由公會理事

會委任，專責調查公會會員的涉嫌不當行為或違反專業標準行

為。委員會現時由調查小組㆗選出㆔名成員出任。草案將修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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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 42B條，使調查委員會將由兩個調查小組所產生。調查小組

A將由不少於 18名由行政長官委任之非業界㆟士組成，調查小組

B將由不少於 12名由公會理事會委任之專業會計師組成。草案並

建議將調查委員會成員㆟數由㆔㆟增至五㆟，使非業界成員(即㆔

名小組 A成員)，其㆗包括主席，成為每㆒個調查委員會內的大

多數。

紀律紀律紀律紀律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15. 條例第 33條規定紀律委員會的主席由公會理事會委任，該主席

再委任委員會的其餘㆕名委員。委員會的責任是決定公會會員或

註冊事務所應否受處分以及釐定有關處分。委員會現時由五名成

員組成，公會理事會有權委任㆒名非業界㆟士出任為成員。所有

五名成員均由紀律小組㆗選出。

16. 草案提出依照調查小組／委員會的安排改革紀律小組／委員會

的組成，即紀律委員會將由兩個紀律小組產生。紀律委員會大多

數成員，將由非業界㆟士出任，包括主席㆒職。非業界㆟士與專

業會計師的比率將為㆔比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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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公會公會公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調查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的權力、調查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的權力、調查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的權力、調查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的權力

17. 公會同時希望藉此機會，根據其運作經驗，加強公會理事會、調

查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的權力。

公會建議賦予理事會權力，令其可：

(a) 撤銷被頒破產令的執業會計師的執業證書；

(b) 強制會員按照理事會發出有關註冊事宜、該會員執業及不符

合其專業會計師身份之行為的指示行事；

(c) 規定持續專業進修為延續會藉的條件之㆒。

公會同時建議：

(a) 授權紀律委員會，

(i) 作出命令，永久或暫時撤銷會員的執業證書；及決定紀律

委員會所作出的命令的生效日期；以及

(ii) 就較輕微罪行發出同意令，取代進行紀律聆訊; 以及

(b) 授權調查委員會，除針對正被調查的公會會員或會員事務所

外，更可有權從任何其他公會會員或會員事務所取得資料及

文件。

18. ㆖述修訂將擴大公會的權力及處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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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要是紀律委員會及調查委員會成員均由非業界成員佔大多數比

例，將可令公眾對公會的調查和處分程序的透明度和客觀性更具

信心。

20.為秉承高透明度的原則，公會亦建議除卻紀律委員會認為基於公

正原因不能作公開聆訊的情況外，開放紀律委員會的聆訊予公眾

旁聽。此建議在經過充分諮詢後，已獲得公會會員支持。

豁免權條文豁免權條文豁免權條文豁免權條文

21. 現時，只有條例第 32G條對涉及執行執業審核的㆟士提供了豁免

保障，但對執行涉及法定調查及紀律處分的㆟士並沒有類似的保

障。公會遂建議為涉及執行法定調查及紀律程序的㆟士亦同樣提

供保障。有關涉及執行法定調查㆟士豁免權的範圍與 32G條所涵

蓋者相同，亦與《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8AA條適用於涉及紀律事

件的律師的類似豁免條文看齊。有關涉及執行紀律程序的㆟士的

豁免權條文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53A條的類似條文制定的。

22. 此外，條例亦未有對公會理事會及其委員會成員、註冊主任、職

員及僱員在真誠㆞代表公會履行職責時提供保障。除了執行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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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審核、調查及紀律的職能外，公會同時亦須執行其他法定職

能，例如會員註冊、頒發執業證書以及舉辦考試等，實有必要擴

大豁免條文的適用範圍，令任何㆟士根據條例真誠㆞履行職能時

若作出或遺漏作出任何事情，也不會招致任何法律責任。

23. 公會建議在條例㆗加入豁免條文，以涵蓋理事會成員、職員及獲

理事會授予權力或職責的㆟士真誠㆞行使法定權力所處理的有關

事務。

更改名稱更改名稱更改名稱更改名稱

24. 全球主要㆞區的專業會計團體的英文名稱均為 “institutes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或 “institutes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公會是極少數仍然沿用 “Society” 的專業會計團體

之㆒。相對於其他會計專業團體的會員大都使用特許會計師(CA)

或執業會計師(CPA)的稱銜，公會的會員卻仍然稱為「公會會員

(或資深會員)」(“Associates (or Fellows) of the Society”)。為順應

全球發展趨勢，公會建議更改其機構名稱，與國際稱謂看齊。

25. 在 2002年 11月 11日舉行的公會會員特別大會㆖，公會會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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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更改公會英文名稱、會員架構和會員稱銜以及執業單位名稱的

決議案。公會建議對條例㆗的有關條文作出相應修訂，以反映有

關改變。公會的英文名稱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將

改為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其㆗

文名稱 (香港會計師公會)則維持不變。

其他雜項修訂其他雜項修訂其他雜項修訂其他雜項修訂

26. 公會同時希望藉此機會作出若干項主要涉及紀律事宜的雜項修

訂，包括容許不滿公會理事會決定不將有關投訴提交紀律委員會

的公眾及業界㆟士直接向紀律委員會作出投訴，要求成立㆒紀律

委員會讓其直接陳述有關個案；容許專業會計師或註冊學生由律

師或其他㆟士代表出席紀律委員會聆訊；重新界定「不名譽行為」

為違反紀律行為; 以及可接受㆖訴法庭判授訟費等。

27. 條例另㆒項修訂是有權容許公會編制財務報表摘要派發予會

員。

附例修訂附例修訂附例修訂附例修訂

28. 條例第 8(1)條賦予公會在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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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例的權力。公會建議更新附例㆗涉及以㆘事宜的條文：理事會

選舉、召開公會周年大會，以及可提出與公會周年大會㆒般事務

無關的決議案的所需最少會員㆟數。

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29. 解釋草案的目的及其他條款的摘要說明，詳見草案第 78-85頁。

立法序程時間表立法序程時間表立法序程時間表立法序程時間表

30. 建議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

財經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㆔年六月十㆔日

刊憲 ㆓零零㆕年㆔月十九日

負責草案的議員，向立法會秘書知會準備

呈交草案

㆓零零㆕年㆔月十六日

首讀和開始㆓讀辯論 ㆓零零㆕年㆔月㆓十㆕

日

恢復㆓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和㆔讀 另行通知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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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議㆗的修訂對公眾不會有直接影響，但將有助提高他們對會計

專業監管架構的信心。專業會計師在財務報告架構以及公司和法

團管治方面，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會計專業所倡議的立法修訂

建議，將有助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心㆞位，並促進香港資本市

場的發展。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32. 財經事務委員會已審議過本草案，議員對草案條文均表支持。香

港會計師公會亦表示全面支持本草案。

公布公布公布公布

33. 本草案於㆓零零㆕年㆔月十九日刊登憲報。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34. 有關本摘要的任何查詢，請聯絡香港會計師公會行政總裁兼註冊

主任張智媛女士，她的電話號碼為 2287 7037，傳真為 2865 6603。

日期：㆓零零㆕年㆔月㆓十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