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灣遊艇會（「本會」）
擬議新公司章程（新章程）的評語

1.

引言

1.1

本會的現有組織大綱及公司章程（現有章程）有迫切需要作出更新，與時並進，所基於的多項理由
包括：(a)

本會於 1963 年註冊成立。自此，本會章程作出過零碎的修改。於是，目前的章程整體而言
難於理解，缺乏連貫性，出現不少遺漏，並不反映現時的慣常做法。因此，有需要重新草
擬整份章程。

(b)

隨著新《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新條例）通過後，公司法已經更新。新條例已
修訂有關公司章程和企業管治的法例，本會章程應予以更新以納入這些變更。

(c)

政府公佈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令私人會所的企業管治及社區人士使用其設施
的情況備受關注。新章程將該等事宜考慮在內。

1.2

本會現有十二個類別的會員，其權利令人容易混淆和難明。新章程以合邏輯的順序列明每個類別的
權利，消除不一致之處，並建立一個從「學生會員」到「正式會員」的清晰晉升計劃，當中設有入
會費減免。希望此舉將令會員加入成為青年會員及普通會員，並保持會員資格。目前，這些類別未
有應用。

2.

評語

2.1

新條例令公司無需另行訂立組織大綱。新章程本身將包括本會的憲章。以下是對新章程的詳細評
語：段落數字呼應相關的章程。

1

為改進起草工作，加入其他已界定詞彙。除「配偶」的定義可能引起討論外，我們不認為新加入的
定義或詮釋具爭議性。

3-5.

該等章程為強制性。

6.

根據新條例，並無必要在章程中包括本會的宗旨，但擔保有限公司則通常會這樣做。如不包括任何
宗旨，本會則可作出任何自然人可作出的事宜。如有包括宗旨，本會則僅可作出其宗旨授權的事
宜。第 6 條中的宗旨已基於新條例草擬，旨在包括本會的核心宗旨。

7.

第 7.1 條及 7.2 條並非強制性，但將維持本會的非牟利地位。

7.3

新章程必須獲地政總署批准，而我們已向該署遞交草案，以啟動此審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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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第 7.4 條列明一系列的多項「權力」。同樣，此並非必要，而是按慣例修訂。第 7.4 條並非詳盡無
遺，且這些權力的行使必須與宗旨授權事項相關。注意第 7.4(m)條。這與本會地契的相關條文有關
連，應與第 6(b)條所載宗旨一併理解。

8.

有關會籍的條文獲大幅度修改。現有章程的條文難以遵循，而相關持份者亦無法理解，因此未予以
使用。目前，本會並無青年會員、有 3 名 25 歲以下的普通會員及 1 名 25 歲以上的普通會員。經過分
析，並以現有章程為基礎，這個具邏輯的會籍計劃包括學生會員（6 至 17 歲）、青年會員（18 至 20
歲）、普通一級會員（21 至 24 歲）及二級會員（25 至 30 歲）、資深會員（21 歲以上）和正式會員
（已成為兩年資深會員兩年的會員）（「計劃類別」）。會籍的其餘分類（終身、短期、公司、團
體和榮譽）是獨立的，不構成建議會籍計劃的一部分。

建議會籍計劃的詳情載於第 8.6 條至 8.11 條、第 9.10 條及第 11 條。綜合而言：-

(i)

在支付第 11.1(a)及(b)條列明的入會費後，非會員可經推選成為有關類別的會員。請注意，有
關費用與現有章程下現時適用的費用相同，而會員大會可通過普通決議減少有關費用。

(ii)

如為現有會員，必須申請並經推選才能取得青年、資深及正式會員資格。倘青年會員轉為普
通一級會員或普通一級會員轉為普通二級會員時，則無需作出有關申請（注意：除非會員選
擇退會，否則將自動轉換）。

(iii)

為了鼓勵使用青年、普通一級及普通二級會員的資格，將會扣減已支付的入會費，並且參考
會籍年期再進一步削減入會費（見第 11.1(c)至(f)條）。該等建議將大大減少會員從某一類別
轉至另一類別所支付的入會費。例如，會員如加入為學生會員，並於成為資深會員之前依然
維持會員資格，將合共支付相等於資深會員入會費 10%的入會費，而此適用於當有關會員成
為學生／青年會員。（請注意，與現時一樣，資深會員應付的入會費將由有投票權的會員不
時在會員大會上以普通決議的方式釐定）。舉例而言，以「學生」類別加入的會員所支付的
入會費將按以下方式計算：-

(i)

成為學生會員 - 資深會員入會費的 5%；

(ii)

成為青年會員 - 資深會員入會費的 5%（10%減已繳付的 5%）；

(iii)

成為普通一級會員 - 0%;
（25%減已繳付的 10%=15%。而作為青年會員，每年可扣減三分之一，15%將遞減
至 0）。

(iv)

成為普通二級會員 - 0%
（50%減 25%（已繳付的 10%+之前扣減的 15%減免），而作為普通一級會員，每
年可扣減四分之一，25%將遞減至 0）。

(iv)

成為資深會員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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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減 50%（已繳付的 10%+之前扣減的 40%減免），而作為普通二級會員，每
年可扣減六分之一，50%將遞減至 0）。

另一個例子，有一名成員於 26 歲加入成為普通二級會員。他將繳付資深會員入會費的 50%，而如
果他於 31 歲成為資深會員，由於他已成為會員四年，則需繳付資深會員入會費的 16.5%（100%減
已繳付的 50%，餘下的 50%扣減六分之四（每年扣減六分之一））。

除入會費外，會員將要繳付第 11.2 條所述的月費。

8.12 至 8.19
第 8.12 條至 8.19 條是有關「非計劃」類別的會籍（終身、短期、臨時、公司、團體、榮譽、會員
配偶及其子女（注意：非會員）及缺席會員會籍）。起草工作已經整理完畢，但並無作出重大變
動。第 8.15 條（公司會籍及公司提名人）已大幅度重新草擬以反映目前安排：提名最多三名提名
人、入會費和月費，及委任代表或派出代表投票。

10.

（會員申請及選舉）已完成整理。執行委員會獲賦權將學生會員會籍的申請批准權授予總經理，除
此之外，並無重大變動。

12.

「其他會員守則」已納入第 12 條，並無重大變動。

13.

第 13 條涉及本會的會員大會，並嚴格遵循新條例所訂明的擔保有限公司的章程細則範本（章程細
則範本）。第 13.5 條明確規定，只有有權出席會員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會員（終身、正式、資深和
公司會員）才會獲發會員大會的通知。

13.7

第 13.7 條訂明委任代表的規定（請注意現有章程並無有關委任代表的條文，故委任代表的權利僅受
新條例的有關條文規限。此安排容許在會員週年大會前任何時間交付代表通知書（與一般慣例和行
政負擔相反）。新條文乃按章程細則範本制訂，第 13.7(g)條要求在有關會員大會舉行前至少 48 小
時收到代表通知書。

14、15 及 17.
該等章程乃新訂條文，處理本會的主要委員、執行委員會的組成和執行委員會的選舉。現有章程第
27 條至 30 條非常簡要地處理以下事項。根據現有章程：

(i)

執行委員會包括會長、副會長、兩名助理會長、名譽秘書、名譽司庫以及不少於三名、不
多於八名的其他委員會會員；

(ii)

全體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每年於會員週年大會中選出；

(iii)

提名表格須於會員週年大會舉行前 72 小時遞交秘書；及

第3頁
HK1_4410101_2

(iv)

現有章程有關投票安排如何運作並不明確。

因此，關於誰會當選以及他們將擔任什麼職位均不明確，而每年全面重組執行委員會導致會務欠缺
延續性。該等安排並不符合企業管治的現行標準，也無遵循新條例。

新安排的主要特點如下：-

(a)

旗幟委員為會長、副會長及三名助理會長（分別為「海事執行助理會長」、「賽事助理會
長」及（新任）「帆船訓練助理會長」）。

(b)

他們當選後的任期為兩年，會長和副會長於雙數年份的會員週年大會上選出，而三名助理
會長則於單數年份的大會上選出。

(c)

本會的主要委員還有一名名譽秘書和一名名譽司庫。他們同樣有兩年任期，名譽秘書於雙
數年份選出，而名譽司庫則於單數年份選出。

(d)

主要委員必須通常居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會長和副會長必須為正式或終身會員，並已擔任
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至少兩年。助理會長必須為資深、正式或終身會員，並已擔任執行委員
會的委員至少一年。名譽主要委員必須已成為資深、正式或終身會員至少一年。

(e)

執行委員會須由七名主要委員和八名其他終身、正式或資深會員（任期兩年，四名於雙數
年份的會員週年大會上選出，而另外四名則於單數年份選出）組成。該等會員必須通常居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已成為資深、正式或終身會員至少一年。

(f)

請注意，執行委員會可根據若干條文填補臨時空缺，並於委員任期內出現臨時空缺或辭任
時，保留兩年的輪換安排。

(g)

執行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為八名委員。

(h)

有關「衝突」的新規則（第 15.10 條）要求委員會委員就與本會的安排申報重大利益（對本
會業務而言屬重大），及就與該等利益相關的決議表決時，不得投票或計入法定人數。

(i)

當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不在同一個地點時，根據第 15.11(d)條，有關會議仍可舉行。

(j)

第 15.20 條允許投贊成票的多數執行委員會委員簽署書面決議。

(k)

第 17 條引入選出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新計劃，旨在提供更高的參與和透明度。簡單而言：(i)

執行委員會將委任由至少[五]名終身或正式會員組成的提名委員會，這些會員需要
曾在執行委員會任職至少一年。提名委員會將挑選合適的合資格會員填補應屆會員
週年大會上出現的空缺。

(ii)

終身、正式及資深會員亦可向提名委員會建議合資格會員，以供考慮作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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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提名委員會將隨之公佈經挑選的候選人姓名。

(iv)

然後，終身、正式及資深會員可建議其他合資格的候選人。

(v)

於每次會員週年大會舉行前，將公佈有待填補的空缺名單和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名
單。

(vi)

第 17.2 條涉及選舉程序，第 15.4 條則賦權執行委員會填補仍未以其他方式填補的空
缺。

18-24. 該等章程嚴格遵循章程細則範本，並更新相關條文（例如主要委員的彌償及保險、帳目及核數、申
報文件、本會印鑑及通知），以反映新條例的相關條文。有關變動並不具爭議性。

銘德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事務所
2019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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