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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旨在修訂《破產條例》，以賦權破產管理署署長在指明情況下將破產案件外判，
就破產管理署署長、暫行受託人及受託人各別擔當的角色訂定條文，使第 37條
與《公司 (清盤)規則》第 179(1)條相符，對若干條文作出適應化修改以使它們符
合《基本法》和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更新若干已過
時的條文，以及就有關及相應的事宜訂定條文。

[2005年 7月 15日]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5年破產 (修訂)條例》。

(2) 除第 (3)及 (4)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
定的日期起實施。

(3) 本條自本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4) 第 12、 19及 32條當作自 1997年 7月 1日起實施。

(5) 第 (4)款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章)第 II部列出的香港人權法案的第
十二條所規限。

2. 釋義

《破產條例》(第 6章)第 2條現予修訂——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5年第 18號條例

行政長官
曾蔭權

2005年 7月 14日

印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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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受託人”的定義中，在 “指”之前加入 “，除第 58(1B)條另有規定
外，”；

(b) 在 “誓章”的定義中，廢除末處的句號而代以分號；

(c) 加入——
““暫行受託人” (provisional trustee)就任何破產人而言——

(a) 如沒有人根據第 12(1A)條獲委任為破產人財產的暫
行受託人，指破產管理署署長；或

(b) 如任何人根據第 12(1A)條獲委任為破產人財產的暫
行受託人，指該人。”。

3. 破產令的效力

第 12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廢除 “接管”而代以 “暫行受託”；

(b) 加入——
“(1A) 就債務人的呈請而言，作為暫行受託人的破產管理署署

長如認為以下條件獲符合，即可於任何時間委任任何人取代他擔任
破產人財產的暫行受託人——

(a) 破產人財產的價值相當可能不超過 $200,000；及
(b) 該人具有附表 3所訂明的資格。

(1B) 破產管理署署長委任任何人為暫行受託人的權力，包括
委任 2名或多於 2名的人為共同暫行受託人的權力；但該項委任必
須為在何種情況下該等暫行受託人必須一起行事訂立條文，以及為
在何種情況下他們當中的一人或多於一人可代表其他人行事而訂立
條文。

(1C)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修訂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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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任臨時受託人的權力

第 13條現予修訂，廢除兩度出現的 “接管人”而代以 “受託人”。

5. 委任特別經理人的權力

第 15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廢除 “直至受託人委出為止，”；

(b) 加入——
“(4) 在——

(a) 有人根據第 12(1A)條獲委任為暫行受託人的情況下，特
別經理人的任期持續至該項委任；或

(b) 任何其他情況下，特別經理人的任期持續至有受託人根據
第 17、 100D(1)、 112(4)或 112A(1)(i)條或附表 1第 II
部第 6段獲委任，或有人根據上述任何條文成為受託
人。”。

6. 為委任首任受託人而召集會議

第 17A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在 “委任”之前加入 “根據第 17條”；

(b) 在第 (1)、(3)及 (4)款中，廢除所有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暫行受
託人”。

7. 債權人請求召集大會的權力

第 17B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在 “委任”之前加入 “根據第 17條”；

(b) 在第 (1)、(2)及 (3)款中，廢除所有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暫行受
託人”。

8.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

第 18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及 (3)款中，廢除所有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受託人”；

(b) 在第 (5)款中，廢除 “或破產管理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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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破產人進行公開訊問

第 19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在 “長”之後加入 “或受託人”；

(b) 在第 (2)及 (3)款中，廢除所有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受託人”；

(c) 加入——
“(4A) 受託人可在應債權人要求根據第 (1)款提出申請前或在

提出該申請後的任何時間，以書面要求該債權人在指明的時間內，
向受託人繳存受託人認為需要的款項或額外款項，以供支付受託人
進行公開訊問的費用及開支。

(4B) 儘管有第 (2)及 (3)款的規定，如受託人根據第 (4A)款
向債權人提出要求而該債權人沒有遵從該要求，受託人可拒絕根據
第 (1)款提出申請或中止有關的公開訊問。”；

(d ) 在第 (5)(b)款中，廢除 “(如其委任已生效)”；

(e) 廢除第 (8)款。

10. 關於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人
獲委任為受託人的條文

第 23(1)(b)條現予修訂，廢除 “that officer”而代以 “the Official Receiver”。

11. 訟費及費用的優先權

第 37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

(i) 廢除 “將破產人的任何資產變現方面所招致的實際開支經支付”而
代以 “支付為保存或取得破產人的任何資產或將破產人的任何資產
變現而正當地招致的開支”；

(ii) 廢除 (a)、(b)、(c)及 (d )段而代以——



2005年第 18號條例 《破產 (修訂)條例》A534

“(a) 《破產 (費用及百分率)令》(第 6章，附屬法例 C)訂明的，
並須繳付予破產管理署署長的費用、收費及按百分率計算
的收費，及破產管理署署長所招致或批准的訟費、收費及
開支，包括他正當地聘用的任何人的費用，而不論破產管
理署署長是以受託人身分或是以其他身分行事；

(b) 呈請的經評定的訟費，包括在呈請的聆訊中出庭並獲法庭
判給訟費的任何人的經評定訟費在內，但不包括該等訟費
的利息；

(c) 特別經理人(如有的話)的酬金和由他正當地招致的費用、
墊付支出及開支；

(d ) 任何填寫破產人的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的人的費用及開
支；

(e) 任何獲委任記錄根據本條例進行的任何訊問的速記員的經
評定收費，但為保存或取得破產人的資產或將破產人的資
產變現而正當地招致的開支除外；

( f )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任何受託人的必需墊付支出，但為
保存或取得破產人的資產或將破產人的資產變現而正當地
招致的開支除外；

(g) 由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任何受託人正當地聘用的任何人
的費用；

(h)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任何受託人的酬金；及
(i ) 債權人委員會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招致的實際現金付款開
支，但該等開支須獲受託人核准。”；

(b) 加入——
“(3) 就第 (1)(e)款而言，如速記員是由破產管理署署長委任或

授權的，則有關速記紀錄的費用須視為為取得破產人的資產或將破
產人的資產變現而正當地招致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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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債項的優先權

第 38(10)條現予修訂，在 “法定債項”的定義中，廢除 “或英國成文法則”。

13. 債權人根據判決的執行或財產的扣押
而得的權利所受的限制

第 45(1)條現予修訂，廢除 “破產案”。

14. 執達主任對執行判決時所扣押貨品的職責

第 46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

(i) 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受託人，”；

(ii) 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或”；

(b) 在第 (3)款中，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或”。

15. 財產的歸屬及轉讓

第 58(1)條現予廢除，代以——
“(1) 破產令一經作出，破產人的財產即歸屬破產管理署署長。

(1A)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任何人一經獲委任為暫行受託人，有關財產隨
即轉移予並歸屬獲委任的暫行受託人。

(1B) 就本條例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暫行受託人須視為受託人 (但在第
15(4)、 17、 17A、 17B、 42(3)、 58(2)、 60、 79、 80、 81、 85、 85A、
96(1)及 112A條中則例外)。”。

16. 對負有繁苛條件的財產的卸棄

第 59(7)條現予修訂，廢除 “破產案”。

17. 暫行受託人及受託人處理破產人財產的權力

第 60條現予修訂——

(a) 將其重編為第 60(1)條；

(b) 在第 (1)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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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 “，受託人”之後加入 “或是以暫行受託人身分行事的破產管理署
署長”；

(ii) 在 (a)段之前加入——

“(aa) 將破產人有權獲得或看似有權獲得的所有財產收歸受託人
保管或控制；”；

(iii) 在 (a)段中，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或受託人”而代以 “受託人或是
以暫行受託人身分行事的破產管理署署長”；

(c) 加入——
“(2) 除第 (3)及 (4)款另有規定外，儘管有本條例的任何其他條

文的規定，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暫行受託人可作出以下所有或其
中任何事情——

(a) 將破產人有權獲得的或看似有權獲得的所有財產收歸
他保管或控制；

(b) 將易毀消貨品或估值在 $100,000以下並且如不立即出
售或處置則相當可能會嚴重貶值的破產人的任何其他
財產 (衍生工具、認股權證、認購權、股份或據法權
產除外)出售或處置；

(c) 在符合第 61條的規定下，作出為保護或保存破產人
的財產而需要作出的所有其他事情；

(d ) 為使本條例的條文生效，行使任何權力 (行使該權力
的能力須是根據本條例歸於暫行受託人的)，並簽立任
何委託書、契據及其他文書；

(e) 除第 61條另有規定外，作出為在委任受託人之前管
理有關產業而需要作出的所有其他事情。

(3)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暫行受託人亦可在根據法院命令行
事或獲得破產管理署署長的事先批准的情況下，行使第 (1)款所指
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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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暫行受託人不得根據第 (2)(b)款向
破產人的有聯繫人士出售任何東西或將任何東西處置轉予該人，但
如該項出售或處置是根據法院命令作出或在獲得破產管理署署長的
事先批准下作出的，則不在此限。

(5) 就第 (4)款而言，任何人是否另一人的有聯繫人士此一問
題，須按照第 51B條決定，猶如——

(a) 該條亦就該項決定而適用一樣；及
(b) 在該條中凡提述 “債務人”之處，即提述第 (4)款所指
的 “破產人”一樣。

(6) 破產管理署署長無須對因拒絕給予第 (3)或 (4)款所指的批
准以致任何人招致的任何訟費及費用承擔個人法律責任。”。

18. 受託人檢查已當押等貨品的權利

第 64條現予修訂，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或”。

19. 破產管理署署長及其他人員的委任

第 75(1)、(6)及 (7)條現予修訂，廢除 “總督”而代以 “行政長官”。

20. 破產管理署署長在破產人行為
操守方面的職責

第 77條現予修訂——

(a) 在 “於破產人”之後加入 “的行為操守”；

(b) 廢除 (a)段而代以——
“(a) 考慮任何根據第 86A條向他呈交的報告，並就報告採取他認為

適當的行動；”；

(c) 廢除 (b)段；

(d ) 在 (c)段中，廢除 “曾作出欺詐行為的”而代以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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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破產管理署署長在破產人
產業方面的職責

第 78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

(i) 廢除 (a)段而代以——
“(a) 如獲法院委任為臨時受託人，則擔任臨時受託人；”；

(ii) 廢除 (b)、(c)、(d )及 (e)段；

(iii) 在 ( f )段中，廢除在 “令”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分號；

(iv) 在 (g)段中，廢除分號而代以句號；

(v) 廢除 (h)段；

(b) 在第 (2)款中——

(i) 廢除 “接管人或經理”而代以 “受託”；

(ii) 廢除 “及經理人”；

(c) 廢除第 (3)款。

22. 取代第 V部標題

第 V部的標題現予廢除，代以——
“受託人及暫行受託人”。

23. 取代條文

第 79條現予廢除，代以——

“79. 受託人及暫行受託人的正式名稱

(1) 暫行受託人的正式名稱為 “破產人　　　　的財產暫行受託人” (填上破
產人姓名)。

(2) 受託人的正式名稱為 “破產人　　　　的財產受託人” (填上破產人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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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暫行受託人或受託人可以他的正式名稱，作出所有規定由他在執行其職
務時作出或他獲授權在執行其職務時作出的作為。”。

24. 委任共同或繼任受託人及暫行受託人的權力

第 80(1)條現予廢除，代以——
“(1) 當 2名或多於 2名的人獲委任為暫行受託人時，該項委任須述明規定由

暫行受託人作出或暫行受託人獲授權作出的任何作為，是否須由所有該等人士或
其中任何一人或多於一人作出，但所有該等人士均在本條例中包括在 “暫行受託
人”一詞內，並且是破產人財產的聯權共有人。

(1A) 當 2名或多於 2名的人獲委任為受託人時，該項委任須述明規定由受
託人作出或受託人獲授權作出的任何作為，是否須由所有該等人士或其中任何一
人或多於一人作出，但所有該等人士均在本條例中包括在 “受託人”一詞內，並
且是破產人財產的聯權共有人。”。

25. 加入條文

在緊接第 81條之後加入——

“81A. 暫行受託人職位的空缺

(1) 如暫行受託人職位出現空缺，破產管理署署長須——
(a) (如破產管理署署長認為破產人財產的價值相當不可能超過

$200,000)委任另一人填補該空缺，或擔任暫行受託人；或
(b)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擔任暫行受託人。

(2) 破產管理署署長可無須召開債權人會議而行使其委任另一人填補空缺的
權力，而該權力包括委任 2名或多於 2名的人為共同暫行受託人的權力；但該項
委任必須為在何種情況下該等暫行受託人必須一起行事訂立條文，以及為在何種
情況下他們其中一人或多於一人可代表其他人行事而訂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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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受託人的酌情決定權及該權力所受控制

第 82(2)條現予修訂——

(a) 廢除所有 “或破產管理署署長”；

(b) 廢除 “(視屬何情況而定)”。

27. 加入條文

現加入——

“85A. 暫行受託人及根據第 112A條成為
首任受託人的人的酬金

(1) 以下人士的酬金須按照破產管理署署長不時以書面批准的收費表或其他
基準釐定——

(a)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暫行受託人；
(b) (如第 112A條適用而根據該條第 (1)(i)款成為首任受託人的人並非

破產管理署署長)該名首任受託人。
(2) 如佔債權人人數或債權價值四分之一的債權人向破產管理署署長提出申

請，或破產管理署署長認為第 (1)款所提述的暫行受託人或首任受託人的酬金應
予檢討，則破產管理署署長可向法院申請，而法院可應該申請而確認、增加或削
減該酬金。

(3) 凡第 (1)款所提述的暫行受託人或首任受託人並未獲付任何酬金，則法
院可應申請，命令自破產人的產業中向他支付法院認為足以補還他在管理破產人
產業過程中招致的必需的墊付支出。上述申請可由有關受託人或破產管理署署長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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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任何情況下，第 (1)款所提述的暫行受託人或首任受託人除了從有關
產業中支付給他的上述酬金外，不得為須向他作出或支付給他的任何饋贈、酬
金、金錢代價或其他代價、金錢利益或其他利益而作出任何安排，或接受破產
人、任何律師、拍賣商或就有關破產案而獲聘用的任何其他人的饋贈、酬金、金
錢代價或其他代價、金錢利益或其他利益，亦不得將或安排將其本人作為接管
人、經理人或受託人所得酬金的任何部分，讓與破產人、任何律師、拍賣商或就
有關破產案而獲聘用的任何其他人。”。

28. 加入條文

在緊接第 86條之後加入——

“受託人在破產人行為操守及產業方面的職責

86A. 受託人在破產人行為操守方面的職責

(1) 受託人有職責——
(a) 調查破產人的行為操守；及
(b) 將任何足以令法院拒絕作出或暫時中止破產人的破產解除令或就該

命令施加約制的行為操守，向法院報告。
(2) 如受託人不是破產管理署署長，該受託人亦有職責——

(a) 調查破產人的行為操守，並在有理由相信破產人曾作出構成本條例
所訂的罪行的作為時，立即向破產管理署署長報告；及

(b) 按律政司司長或破產管理署署長的指示參與和協助檢控破產人。

86B. 受託人在破產人產業方面的職責

(1) 對於破產人的產業，受託人的職責如下——
(a) 如覺得為債權人的利益而需籌措款項，則籌措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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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召集債權人第一次會議，則主持該次會議；
(c) 發出委託書表格，以供債權人會議上使用；
(d ) 就破產人可能已作出的有關結束其事務的方式的建議，向債權人報

告；
(e) 刊登債權人第一次會議日期、公開訊問破產人的日期及其他需予刊

登的事情；
( f ) 如破產人無代表律師，而又不能妥當地自行擬備其資產負債狀況說
明書，則協助破產人擬備該說明書，並可為此目的而聘用任何一名
或多於一名的人協助該項擬備工作，所涉及的開支由破產人的產業
支付。

(2) 受託人須按法院不時指示的方式，向法院呈交帳目、交付所有款項及處
理所有抵押品。”。

29. 受託人須提供債權人列表

第 87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或破產管理署署長”；

(b) 廢除 “並以郵遞方式傳送”。

30. 受託人須提供帳目報表

第 88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或破產管理署署長向各債權人提供及傳送”而代以 “向債權人提
供”；

(b) 廢除 “並傳送”；

(c) 廢除 “furnished”而代以 “provided”；

(d ) 廢除 “或破產管理署署長 (視屬何情況而定)”；

(e) 廢除 “及傳送該”而代以 “該”。

31. 法律程序周年報表

第 89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廢除 “傳送”而代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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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 (2)款中，廢除 “傳送”而代以 “提供”。

32. 將款項存入銀行

第 91(1)條現予修訂，廢除 “總督”而代以 “行政長官”。

33. 受託人須備存紀錄及帳目

第 92(1)條現予修訂，廢除 “如以中文作該紀錄，則須附有正確的英文譯本，並
須隨時應破產管理署署長的要求，將該紀錄出示”而代以 “該紀錄須隨時應破產管理
署署長的要求而出示，”。

34. 受託人帳目的審計

第 93條現予修訂——

(a) 廢除第 (1)款而代以——
“(1)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外的受託人，須備存一份他作為受託人

的收支帳目。
(1A) 破產管理署署長可隨時要求受託人向他提供上述帳目，

而受託人須在指明時間內遵從該項要求。”；

(b) 在第 (3)款中，廢除 “furnish”而代以 “provide”。

35. 將受託人免任

第 96(2)(a)條現予修訂，廢除 “債權人所委任的任何”而代以 “破產管理署署長以
外的”。

36. 破產案中的覆核及上訴

第 98(2)條現予修訂，廢除 “該上訴須在有關決定宣布或作出時起計 21天內提
出”而代以 “上訴通知書須於《高等法院規則》(第 4章，附屬法例 A)第 59號命令第
4(1)(b)條規則所指明的針對在破產事宜中作出的命令上訴的時限內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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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關於程序的一般規則

第 99(3)條現予修訂——

(a) 在 (b)段中，廢除 “判決”而代以 “破產令”；

(b) 在 (d )段中，廢除 “作出破產解除令”而代以 “解除破產”。

38. 法院可作出規管令

第 100A(1)條現予修訂——

(a) 在 “長”之後加入 “、受託人”；

(b) 廢除 “不論該呈請是在《1965年破產 (修訂)條例》(1965年第 21號)的生
效日期之前或之後提出，法院若”而代以 “法院”。

39. 在規管令作出後受託人的委任及免任

第 100D(1)條現予廢除，代以——
“(1) 法院可應破產管理署署長或在根據第 100A條作出規管令前獲委任或行

事的受託人的申請，藉命令委任提出該申請的人或該人所推薦的任何其他人出任
規管令所指的破產人財產受託人。

(1A) 法院可應破產管理署署長的申請，藉命令將根據第 (1)款委任的任何
受託人免任，和填補任何空缺。

(1B) 第 (1)或 (1A)款所指的命令一經作出，則第 81(1)、(2)及 (3)或 96(1)
條即停止適用於有關的破產案，而在規管令作出之前根據該等條文就任何受託人
的委任、免任或任何空缺的填補而採取的任何行動，即停止有效。”。

40. 債權人須發出擬參與公開訊問
的意向通知書

第 100G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廢除在 “面通知”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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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該項公開訊問的申請人是破產管理署署長)破產管
理署署長；或

(b) (如該項公開訊問的申請人是受託人)受託人。”；

(b) 加入——
“(1A) 法院亦可作出指示，規定除非破產管理署署長或受託人

(視屬何情況而定)在法院指明的時間內接獲第 (1)款所指的通知，
否則有關債權人不得根據第 19(5)條在對破產人進行的公開訊問中
行使其詢問破產人的權利。”。

41. 銀行的債權證明

第 100H(1)條現予修訂，在 “長”之後加入 “或受託人”。

42. 條例對小額破產案的適用範圍

第 112A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

(i) 在 (b)段及第 (i)段中，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暫行受託
人”；

(ii) 在第 (ii)段中，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受託人”；

(b) 在第 (2)款中，廢除 “破產管理署署長”而代以 “受託人”。

43. 對破產管理署署長費用的處置

第 115條現予修訂，廢除 “接管”而代以 “受託”。

44. 形式上缺點並不使法律程序無效

第 124(2)條現予修訂，廢除 “接管人、”。

45. 有欺詐行為的債務人

第 129(6)條現予修訂，在 “包括”之後加入 “暫行受託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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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刑事破產令

附表 1現予修訂——

(a) 在第 11(2)段中，廢除 “破產案”；

(b) 在第 14(3)段中——

(i) 在 (c)分節中，廢除 “、(8)”；

(ii) 在 (g)分節中，廢除 “78條 (1)(e)”而代以 “86B(1)(d )”。

47. 加入附表 3

現加入——

“附表 3 [第 12(1A)及 (1C)條]

根據第 12(1A)條獲委任的資格

任何人須符合以下的規定方有資格根據本條例第 12(1A)條獲委任——
(a) 他是——

(i)《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章)第 2條所指的會計師；
(ii)《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第 2(1)條所指的律師；或

(iii) 香港公司秘書公會的現行會員；及
(b) 他符合破產管理署署長所施加並已提供予公眾查閱的任何合理條

件。”。

48. 相應修訂

附表第 2欄指明的成文法則現按該附表第 3欄所列的方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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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過渡性及保留條文

(1) 儘管有本條例所載的規定，根據本條例作出的修訂 (第 12、 19及 32條除
外)不適用於任何在生效日期前已提出破產呈請的個案，而該個案須繼續進行和予以
處置，猶如本條例不曾制定一樣。

(2) 本條增補而非減損《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23條。

(3) 就本條而言，“生效日期” (commencement date)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
據本條例第 1(2)條指定的日期。

附表 [第 48條]

相應修訂

項 成文法則 修訂

1. 《販毒 (追討得益)條例》 (a) 在第 16(5)條中，廢除兩度出現的 “暫
(第 405章) 委接管”而代以 “臨時受託”。

(b) 在第 18(3)(b)(i)條中，廢除 “接管人、
暫委接管人、特別經理人或破產管理”
而代以 “受託人 (包括暫行受託人)、臨
時受託人或特別經理”。

2. 《販毒 (追討得益) (指定國家和 (a) 在附表 2中，在第 16(5)條中，廢除兩
地區)令》(第 405章，附屬 度出現的 “暫委接管”而代以 “臨時受
法例 A) 託”。

(b) 在附表 2中，在第 18(3)(b)(i)條中，
廢除 “接管人、暫委接管人、特別經
理人或破產管理”而代以 “受託人 (包
括暫行受託人)、臨時受託人或特別經
理”。



2005年第 18號條例 《破產 (修訂)條例》——附表A562

3.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a) 在第 2(1)條中，在 “債務處理人”的定
(第 455章) 義的 (b)(i)段中，廢除 “接管人、臨時

接管人、特別經理人或受託”而代以
“受託人 (包括暫行受託人)、臨時受託
人或特別經理”。

(b) 在第 21(5)條中，廢除兩度出現的 “接
管”而代以 “受託”。

4.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a) 在附表 2中，在第 12(5)條中，廢除兩
(第 525章) 度出現的 “接管”而代以 “受託”。

(b) 在附表 2中，在第 14(3)(b)(i)條中，
廢除 “接管人、臨時接管人、特別經
理人或受託”而代以 “受託人 (包括暫
行受託人)、臨時受託人或特別經
理”。

5. 《證券及期貨 (發牌及註冊) (資料) 在附表 1中，在第 2部第 1(k)條中，廢除
規則》(第 571章，附屬法例 S) “接管”而代以 “暫行受託”。

6.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第 584章) 在第 2條中，在 “有關破產清盤人員”的定
義的 (c)段中，廢除 “暫委接管”而代以
“臨時受託”。

項 成文法則 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