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www.by-cpa.com 

第 1頁，共 9頁

 
KCSL 

   

 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啟 源  

香港

 
 
一般資訊 

 

地理位置 

香港地處中國東南端，同時也位於迅速發展的東亞地區的中心地帶，位置優越。香港總面積約

1,100平方公里，由香港島、一海之隔的九龍半島及新界組成，其中郊區多集中新界。香港的235

個離島也歸入新界範圍，最廣人為知的是大嶼山。 大嶼山既是香港新機場的所在地，也是香港

迪士尼樂園（將於二○○五年九月開幕）的選址。在市中心駕車或乘搭鐵路，迅即便可直達，

十分便捷。 

 

人口 

香港有六百八十萬人，主要是華人。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 

 

法律制度 

香港擁有自由開放的投資制度，沒有貿易屏障，不會歧視外來投資者，資金流動完全自由，法

治制度歷史悠久，規章條文透明度高，稅率低而明確，這些都是香港成為理想投資地方的重要

因素。此外，香港也是一個開明而自由的社會 ， 十分注重保護人權。 市民得享的權利和自由

乃建基於香港的法治制度、獨立的司法制度、 完善的法援制度、 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申訴

專員公署， 以及自由積極的傳播媒介。港府所簽訂的國際人權條約不下14條。 

 

香港法例是以英國普通法體系為依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成立了本身的最終上訴法院

─終審庭。終審庭不但是香港的最終審判處，更是本港發展普通法的最後仲裁機構。 

 

自由貿易與自由市場 

香港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沒有繁瑣冗長的條文規章。香港經過英國 一百五十年的管

治後，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現行的經濟制度於二○

四七年前將維持不變。 

 

除了是國際大都會外，香港是全球第十大貿易體系。二OOO年，以貨櫃吞吐量計算，香港不但

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亦以最具效率見稱；而以國際貨運量和客運量計算，香港國際機場分別

排名世界第一及第五。擁有一個每年可接待4,500萬旅客及處理300萬公噸貨物的世界級機場，

香港在區內貿易、運輸、轉運中心的角色更見鞏固。 

 

語言 

香港的官方語言是英文和中文。英文是國際商貿的主要語言，而廣東話和普通話則是本土經濟

的主要語言。 

 

貨幣 

法定貨幣是香港元。香港元與美元掛鈎，港幣7.78元約等於1美元。 

 

外匯管制 
所有外匯進出都不受任何控制。 
 
法律體系 
基於英國法律的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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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主要公司立法 
公司條例 (香港法律第三十二章)。 
 
公司資訊 
 
用於國際商貿和投資的公司種類 
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程式 
向公司註冊處提交擬註冊公司之公司章程大綱和細節以申請《註冊證書》。收到註冊證明書後，

提交首任董事，秘書和註冊位址等資料。同時，向商業登記處申請《商業登記證》。詳細登記

程式請參閱附表一。 
 
受限制之業務 
除非另外取的牌照，公司不能經營銀行，保險或金融業務。 
 
公司權力 
私人有限責任公司具備一個自然人的所有權力。 
 
公司註冊文件之語言 
可以選擇英文或中文，或中英並用。 
 
註冊地址 
必須有一位於香港之地址作為公司的註冊地址，以便於政府的書信往來。 
 
公司名稱預先審核 
擬註冊之公司名稱一般不需要經政府預先審核或批准，同時也不能預留公司名稱。因此，註冊

前必須到公司註冊處查索擬註冊名稱是否可用。 
 
空殼公司（現成公司） 
空殼公司的運用極為普遍，一般專業服務公司都備有空殼公司。空殼公司最快可於 1天完成所
有轉手手續。 
 
註冊所需時間 
自提交公司大綱和細節起約兩個星期完成所有註冊手續。 
 
受限制之公司名稱 
擬註冊之公司名稱不能和已註冊之公司名稱太相似和相同。公司名稱也不能含有可能令人誤會

該公司與政府有任何聯繫之字眼。 
 
需要同意和牌照之名稱 
商會，特許，合作社，地下鐵，儲蓄，信託，保險，再保險，基金管理，銀行等字眼。 
 
表示[有限責任]之結束語 
[有限公司]或[Limited]。 
 
披露最終權益人之資料 
不需要。代理股東的運用極為普遍。 
 



 
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www.by-cpa.com 

第 3頁，共 9頁

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法律要求 
 
名義資本和實際資本 
標準名義資本為港幣一萬元。最少實際（發行）資本為港幣 1元，劃分為 1股，每股 1元。 
 
可供發行之股份類別 
普通股，優先股，可回購股，不具備投票權之股份。 
 
不記名股票 
公司不可以發行不記名股票。 
 
稅負 

香港稅率低、稅制簡單，是全球最方便營商的稅制。 

 
只有營商利潤、薪俸、物業三種收入需要繳稅 。 

 
香港並不徵收增值稅、銷售稅或資本增值稅，只有在香港賺取的收入才須課稅。如果營商利潤

源自在香港經營的行業、專業、或業務，方須繳交利得稅。有限公司的稅率為 16 %，而非有限

公司的稅率則為 15%。 

 
任何人在香港的收入如果來自職位、受聘或退休金，須繳交薪俸稅。薪俸稅率在減免各項扣除

和免稅額後以累進方式計算，但繳稅總額不會超過應評稅收入的 15%。 

 
擁有坐落在香港的土地或物業的業主，須按物業的租金收入繳交物業稅。稅額是按每年租金收

入減去 20%作為修葺及支出後，再以 15%計算。 
 
免雙重徵稅協定 
香港沒有與任何國家或地區簽定免雙重徵稅協定 
 
牌照費 
公司必須每年繳納商業登記費。2004/2005年度之商業登記費是港幣 2600元。 
 
財務報表 
必須編制完整的財務報表，而且財務報表必須經由合資格的會計師審核。另外，當提交報稅表

時，必須夾附一份經審核之財務報表。所有與公司帳目有關之文件必須保存 7年。 
 
董事人數 
最少一名董事，可以是任何國籍之人士或于任何國家（地區）註冊之法人公司。董事之資料必

需於公司註冊存檔。該等資料是公開及可供公眾查索的。 
 
公司秘書 
必須委任一名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則必須由香港居民或由在香港註冊之有限公司出任。 
 
股東人數 
最少一名股東，可以是任何國籍之人士或於任何國家（地區）註冊之法人。股東之資料必需於

公司註冊存文件。該等資料是公開及可供公眾查搜的。如需保密，可採用代理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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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和維護費用 
 
註冊費用 
如屬標準港幣 10000元的註冊資本，則全套註冊費用為 1,125美元。該費用已經包含了以下各
項： 
1． 政府註冊收費 
2． 首年商業登記費  
2． 本公司注册服務費 
3． 一套公司套裝，如股票，法定記錄冊，10本章程大綱，公章 
4． 首年公司秘書費及首年註冊地址費用 
 
備註：如註冊資本多於港幣 10000元，客戶需額外支付多出部分的 0.1%的資本稅。資本
稅上限是港幣 30000元。 
 
註冊前客戶需提供以下文件或資料 
1. 擬用公司名稱；請提供兩三個擬用名稱。 
2. 股東的身份證（香港居民）或護照（非香港居民）影印本及地址。如股东是另一法人公司，

则需提供该法人公司的注册证书/营业执照和注册地址； 
3. 董事的身份證（香港居民）或護照（非香港居民）影印本及地址；如董事是另一法人公司，

则需提供该法人公司的注册证书/营业执照和注册地址； 
4. 公司的法定資本、發行資本金額及分配比例（如多于一个股东）。 
 
註冊後客戶可得到之文件 
1. 公司註冊證書及商業登記證 
2. 十本章程大綱和章程細則 
3. 一個金屬印章，上面刻有可閱形式的公司名稱，作為公司鋼印，以簽立契約 。 
4. 一個刻有公司名稱和【代表公司】字詞的膠印。公司高級人員代表公司簽訂生意合約時使

用這印章。 
5. 一本法定的記錄冊，該記錄冊用於記載董事和秘書，成員登記冊及會議記要等資料或文件。 
6. 二十份空白股票 
7. 委任首任董事，公司秘書和註冊地址通知書等文件 
 
維護費用 
第二年起每年的維護（年檢）費用約 1250美元，包含： 
1． 公司秘書費：    200美元/年 
2． 註冊地址費：    200美元/年 
3． 商業登記費：    335美元/年 
4． 會計費用 
5． 財務報表審計費，稅務申報： 515美元起 
 
備註：會計費用、財務報表審計費和稅務申報費用會因應公司的業務性質和業務量而不同。於
公司開始正式營業後，我們會根據實際情況提供比較準確的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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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其他服務 
 
公司秘書    港幣 1500元/年 
代理董事    港幣 1500元(每位/年) 
代理股東    港幣 1500元(每位/年) 
營業地址    港幣 1500元/年，包郵件轉寄（資費另計） 
公司註冊文件核證副本 港幣 390元/每套 
 
當您到銀行申請開設公司帳戶時，銀行一般會要求您出示一套由會計師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核

證的註冊文件副本。本公司可以代辦此套文件，收費每套港幣 390元。 
 
 
如有任何查詢，需要其他資料或決定註冊，請聯繫： 
 
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香港辦事處 

香港官塘巧明街111號富利廣場1106室 

電話: +852 2341 1444   

傳真: +852 2341 1414 

電郵: info@by-cpa.com 

www.by-cpa.com 

 

深圳辦事處 

中國深圳羅湖區建設路1072號東方廣場702室 

電話：+86 755 8229 1144 

傳真：+86 755 8229 1444 

電郵：cn@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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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附表一 

香港私人責任有限公司註冊手續 

 
步驟一  替公司定名,然後於公司註冊署查冊,以確認擬用的公司名稱的可用性。名稱可以用中

文或英文，也可中英兼備，但是不可以和現有公司的名稱有所抵觸。本公司會前往香

港金鐘道66號金鐘政府合署13樓，公司註冊處的電腦終端機查索。 

 

步驟二 確定擬用公司名稱可用後，本公司會編制公司章程大綱和章程細則和以下其他文件： 
（1）首任董事委任書 

（2）首任董事和秘書委任通知書 

（3）同意出任董事通知書 

（4）註冊地址通知書 

（5）其他適當文件 

 

每間公司都有自己本身的章程大綱和章程細則，中英皆可。它必須由最少兩名認購人

在一名見證人面前簽署。而章程大綱規定必須包括某些基本事項。如公司名稱，公司

註冊地址必須在香港，公司的宗旨，成員的有限責任及公司打算註冊的股本和細分的

股數和價值。 

 

步驟三 本公司會把第二條所列的文件寄給客戶簽署。客戶把簽署好的文件寄回本公司。客戶
也可以到本公司的辦事處簽署上述文件。 

 

步驟四 本公司簽署申明已遵守各註冊事項的法定聲明。該聲明可在公司註冊處簽署。 
 

步驟五 本公司的職員然後帶備公司章程大綱和章程細則，以及申明已遵守註冊事項的法定聲
明到公司註冊處登記，繳交指定金額的註冊費和資本額登記費。然後等待公司註冊署

簽署公司註冊證書。 

 

步驟六 公司註冊署會簽發公司註冊證書（提交第五步的文件後的大約5個工作日），本公司
派員領取註冊證書。與此同時，提交第二步所列的其他文件。 

 
步驟七  收到公司註冊證書後，本公司於著手進行以下各項工作： 

(1)  印製章程大綱和章程細則 

(2)  訂造一個金屬印章，上面刻有可閱形式的公司名稱，作為公司鋼印 

(3)  訂造一個刻有公司名稱和【代表公司】字詞的膠印。公司高級人員代表公司簽

訂生意合約時使用這印章。 

(4)  訂印一本法定的記錄冊，該記錄冊用於記載董事和秘書，成員登記冊及會議記

要等資料或文件。 

(5)  向股份認購人發出股票 

(7)  召開首次董事會會議以處理公司註冊之各項事宜，例如租用辦事處、開設銀行

戶口等。 

 

步驟八 領取商業登記證並繳納商業登記費（本年度之商業登記費為港幣2600元）。 
 

步驟九 完成所有手續，把註冊文件寄給客戶。客戶也可以到本公司領取註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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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香港公司協議書  
 
甲方：  

乙方： （香港）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現就乙方為甲方註冊成立公司事宜，簽訂以下協定： 

 

1． 甲方同意委託乙方在香港為其註冊成立一家香港責任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注：詳細註冊資料參閱附件【香港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表格】。 

 

2． 乙方必須為甲方提供以下服務內容： 

1） 確認公司名稱； 

2） 核實註冊資本、股東數目以及股份比例； 

3） 召開第一次股東會議，確定首批股東、秘書、董事的委任及呈報； 

4） 準備所有的文件和法定的申報表，安排股東簽署檔；  

5） 申領公司註冊證書，代付註冊費； 

6） 申領商業登記證，代付首年商業登記費； 

6） 印製公司組織大綱20本、法定記錄和公司股票各1本，代付費用； 

7） 製作公司鋼印、簽字章各一個，代付印章費； 

8）  提供首年公司秘書服務及提供首年公司註冊地址； 

 

3. 乙方承諾於14個工作日內完成辦理全套公司註冊手續，否則退回全部服務費用（已經

交納予政府之牌照或/和註冊費用則不會退回）。時間由收到甲方簽署完畢之公司註冊

文件及註冊費用計起。 

 

4. 第二項所列價格不包含註冊時及後繼服務可能發生的文件快遞費用或其他任何雜費。 
 

本協議書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本協定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本協定未盡事宜，

由雙方協商解決。 

 
甲方:    乙方: 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簽字（蓋章）：                          簽字（蓋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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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表格 

 
收件人：        電話：+852 2341 1444    傳真號碼：+852 2341 1414 
電郵：info@by-cpa.com  
                              
 

1 公司名稱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2 註冊資本（港幣）和註冊地點 

 註冊法定股本:  元，分為  股，每股  元。 

 實際發行資本:  元。  註冊地點： 香港  
        

 
3 主要業務：  

 
4 聯繫人資料 

 姓名:  電話:  傳真:  
       
 地址:  

 電子郵箱：  手機:  

 
5 董事/股東資料    
     
5.1 □董事/□股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股份比例：  國籍：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電話：  
     
 通信或住宅地址：  
   
5.2 □董事/□股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股份比例：  國籍：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電話：  
     
 通信或住宅地址：  
   

 
注：如多於兩名股東和董事，請另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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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表格 
 

6 註冊地址 

 是否由啟源提供 □是 / □否 
       
 如非由啟源提供，請提供一個位於香港之地址作為公司的註冊地址： 

  

 
7 公司秘書    

 是否由啟源提供  □是 / □否 

 如非由啟源提供，請提供一個公司秘書之資料： 

 名稱：  

 身份證/公司編號：  
     
 地址：  

 
我已明白公司成立法則，並確認以上所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如由資料不實而引起的一切法律

責任，慨由本人負責。 
 
以上公司總定價為  元，申辦前支付 100%款項，即  元。 

     

其後年費(港幣)：      

      

      

委託人簽署：  日期：  

 
******************* 公司內部使用 FOR INTERNAL USE ONLY ******************* 
 

Consultant  Supervisor:  A/C Depart:  
 

Price:  Payment Method:  
 

Deposit:  Received:  
 

Balance:  Received:  
 

Name Search:  Search Result:  
 

MA Filed on:  CI Issued on:  
 

Kit Ordered:  Kit Delivered:  
 

Re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