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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稅季來了，讓我們
來看一看惹不起的年
度審計

本期提要：

香港=跨境法律爭議解決最佳選擇

向零申報說再見？！ 

總理發話啦！香港金融業發展又將創出新高度！

注意！香港公司商業登記費減免3月底到期啦！ 

報稅季來了，讓我們來看一看惹不起的年度審計

每年四月份，香港稅務局都會向“屬於活躍檔案的法團和合夥業務”整批發出利得稅報

稅表；而每年這個時候，宏傑也會收到很多客戶的郵件，詢問是否需要年度審計？

在這裡，請允許我們大聲地告訴你：無論如何，你都逃不開年度審計！

零申報？ No Way！

很多客戶都會問我們：我的公司在該評稅年度內無論是香港還是海外都沒有產生任何商

業交易，也沒有任何銀行進出、收取任何收入或支付任何費用；是不是可以零申報？

讓我們先來弄清楚利得稅申報和按香港公司條例準備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之間究竟是什麼

關係。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有如下規定：

第379條：公司的董事須就每個財政年度擬備經審計後的財務報表，並列明如公司

屬控權公司，則董事須擬備綜合財務報表。

第429條：公司董事須就每個財政年度，將關乎該財政年度的報告檔的文本，在周

年成員大會或原訟法庭指示的任何其他成員大會上，提交公司省覽。

如果以上，董事均沒有採取或故意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保證執行，即屬犯罪，可

處300,000港幣罰款，甚至可能被監禁12個月。

所以，如果一個公司沒有準備經審計後的財務報表，公司和董事都將可能附上刑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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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報利得稅項，是由香港稅務局監管並且由公司董事承擔稅務申報的責任。

在操作過程中，會計師在完成相關的財務報表的審核工作後，會把經審計後的

財務報表連同已由公司董事簽回的利得稅申報表一同提交到稅務局。

在現實中，很多公司因不同理由提出零申報，而香港稅務局面對龐大的評稅工

作量，不會對所有零申報的公司進行嚴格調查。但！如果你的公司在抽查中被

選中了，香港稅務局是可以要求公司提交過去7年的財務報表；如公司未能按照

規定提交相關資料，將可能面臨檢控。

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規定如下：

第373條：公司及其附屬企業均須備存會計紀錄。

第377條：須備存會計紀錄及相關紀錄7年。

如果以上，董事均沒有或故意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執行，即屬犯罪，可

處300,000港幣罰款，甚至可能被監禁12個月。

不管公司的業務和盈利狀況如何，都應按需要把業務各項單據及銀行月結單保

存好，按照相關法規編撰會計紀錄和財務報表，並完成年度審計。

不活動公司（Dormant Company）？No Way！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如果一家公司在一段時間內沒有發生任何的有關會計交

易，並且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發生有關會計交易，那麼該段期間就是不活動，

公司可以申請為“不活動公司（Dormant Company）”。請注意：不活動公

司並不等同於沒有經營活動的公司（Company with No Activities）。

申請成為不活動公司是一個法律程式。如果香港公司希望申請成為不活動公

司，公司需要召開股東大會，並通過特別決議案，授權公司董事簽署並向公司

註冊處提交一份法定聲明，聲明公司會從某個特定日期開始，成為“不活動公

司”。一旦正式成為不活動公司後，公司可以獲得以下豁免：

召開周年股東大會;

編制及提交周年申報表;

聘請會計師審計公司的財務報表。

這是不是又意味著，可以不去進行年度審計呢？當然不是！

一個不活動公司，除了支付商業登記證費用之外，法律上是禁止該公司進行一

切金錢交易的。那麼理所當然的，公司也沒有辦法支付審計師就之前的財政年

度準備經審計後的財務報表。這變相違反了香港法例要求按年準備經審計的財

務表報的要求。

因此，我們建議公司在申請成為不活動公司之前，一定要把相關的審計報告完

成。否則，公司將永遠無法滿足法例要求，公司和董事也將面臨觸犯法律的風

險。

撤銷公司？No Way！

一家香港公司如果想要順利撤銷，需要取得香港稅務局的“不反對撤銷公司註

冊通知書”。在香港稅務局“申請不反對撤銷公司註冊通知書”的頁面中，我

們看到了對如下問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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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撤銷公司註冊必須讓香港稅務部門清楚的知道公司在撤銷註冊之前的財務狀況，

如：是否每年都有年審及做賬報稅，是否有債務或欠政府費用等。甚至，稅務局依舊可要

求公司提供過去7年的財務資料和審計報告。

那麼，如果在未完成審計報告的情況下，一旦被稅務局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則有可能被拒

絕發出“不反對撤銷公司註冊通知書”，從而無法完成公司撤銷註冊。

宏傑建議

作為一家擁有30年豐富經驗的專業機構，宏傑認為：隨著香港CRS實施地提速，規管必

將日趨嚴格，公司的實際營運情況亦無所遁形。與其將公司和自己暴露在巨大的法律風險

中，不如選擇按時對公司進行年度審計，畢竟保證公司運作的合規性才是公司得以更好發

展的根本之一。如您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繫！

向零申報說再見？！  2017年3月16日，香港立法會就《實施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安排的最新情

況》作出說明，宣佈：就香港的“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除了現時已在名單上的日

本和英國，將一次性加入71個准夥伴及1個確認夥伴（韓國），並於2017年7月1日生

效；其中包括中國內地和歐盟的所有國家！香港的稅務資料交換一夜變天！

根據該檔：香港金融機構在2018年作第一輪申報時，須就72個

新增的申報稅務管轄區提交2017年7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

期間的資料；並就日本和英國提交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

月31日的資料。

而在之後的申報年，須就所有申報稅務管轄區向稅務局提交全年

資料。

該檔還表示：由於國際社會對各稅務管轄區自動交換資料安排進

度的密切關注（OECD和歐盟分別展開制定“不合作稅務管轄

區”名單）以及香港自身的限制（目前香港申報稅務管轄區名單

上只有日本和英國）；為了避免香港被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

區”而遭受國際的抵制措施，影響投資和營商吸引力，香港決定

迅速拓展自動交換資料網路。

同時，香港亦表示將致力與更多稅務管轄區簽訂雙邊自動交換資

料協定，並且正在研究把《多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的

可能性。

宏傑觀點：向零申報說再見？！

面對一個涵蓋了74個稅務管轄區的巨大的稅務資料切換式網路，

宏傑認為：向零申報說再見的時候到了！

我們知道很多香港帳戶持有人會因為種種原因向政府申請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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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發言啦！
香港金融業發展又將
創出新高度！

 

報。香港公司零申報要求公司在評稅年度內沒有任何商業交易，包括任何銀行進出、

收取任何收入或支付任何費用。一般來說，只適合成立公司後從沒開業營運或已終止

業務及準備結業的公司。如果在不符合要求的情況下進行零申報，會給香港公司和公

司董事都帶來極大的風險。

2016年6月，香港修訂了《稅務條例》，為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提供法律框架，規

定所有金融財務機構，包括財務託管機構、存款機構、投資實體及指明保險公司（主

要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及投資基金），須開展如下工作：

(1) 進行盡職審查程式識辨“ 申報稅務管轄區”( 即《稅務條例》附表17E 第1 部指

明會與香港自動交換資料的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所持有的財務帳戶；

(2) 就該等須申報帳戶收集所需資料( 即針對方式)； 以及

(3)由指定的申報年起把所需資料提交香港稅務局，以便與相關的自動交換資料夥伴

交換資料。

這意味著，如果您是上述名單中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您的帳戶資訊是會被交換

的！沒有公司帳目或隱瞞個人所得，都將可能被國家強制評稅！

所以不要再選擇零申報了，保證帳戶本身的合規性才是關鍵！

我們建議您向專業的會計師尋求幫助，做好香港公司的年審和核數報稅工作，由專業

會計師和審計師為您出具符合條件的審計報告，無論帳目大小，其業務是否在香港發

生；保證香港帳戶操作的規範性和合法性，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損失！

宏傑，作為一家成立於香港的專業機構，擁有一支非常優秀的會計師團隊，如果您有

任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繫。

3月15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答中外記者問

時表示：“我們準備今年在香港和內地試行債券通，也就是說允許境外資金在境外購

買內地的債券，這是第一次。”

李克強進一步表示，香港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這有利於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有利於香港居民有更多的投資管道，從而受惠，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傳聞已久的債券通，隨著總理“發言”終於一錘定音！

隨後央行表示，將會對債券通的具體方案及相關工作進一步研究並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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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亦發佈新聞稿，表示將在兩地監管當局的指導下積極參與債券通的準備工

作：

宏傑觀點

從滬港通到深港通再到兩地的基金互認，現在債券通又正式被提上日程，香港與內地資

本市場“互聯互通”再度加碼；宏傑認為香港金融業發展勢必將迎來新高度！

◆香港超級連絡人地位更加鞏固

為何這麼說？讓我們來看看債券通推出的背景：

早在2010年8月，中國內地就推出了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市場的政策試點；之後更

是逐步放寬政策，並在2016年放開可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境外機構投資種類限

制，取消了額度限制和事前准入審批。根據中債登資料顯示：2016年全年境外機構增

持人民幣債券累計達1763億元；境外機構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佔比也從2016年年

初的1.56%提升到了年末的1.78%；亦算有所成效！但是，相比美國、英國等資深發

達國家，中國內地的比例仍舊明顯偏低，因此在中國內地的債券市場中，境外投資者的

佔比仍然有很大上升空間。中國內地的債券市場如果想要發展成熟，就勢必要進一步開

放市場，引入境外投資主體和發行主體。

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了SDR貨幣籃子(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特別

提款權)與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並列成為了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隨之而來的是

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配置需求的明顯增加。同樣根據中債登資料顯示：僅在2016

年10月境外機構在銀行間債市的託管量就與9月相比增加了167.86億元，總量達到了

7432.18億元。境外投資者增加對中國債券市場的投資成為了大勢所趨！

所以，簡而言之：中國內地希望引入境外投資者，而境外投資者亦希望進入中國內地債

券市場；這個時候，內地政府宣佈允許境外投資者在香港購買內地債券，其超級連絡人

的地位毋庸置疑！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再添新活力

香港憑藉自己獨一無二的優勢，早已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它是全球處理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支付的最主要的樞紐，在境外人民幣的投資功能、融資功能以及

風險對沖功能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發展。但在2016年，因為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人民

幣的匯率出現波動，使得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停滯， 也引發了業

內人士的擔憂。

如今，中國內地政府發聲將在年內試行債券通，無疑是將內地這個全球第三的債券市場

間接引入了香港，勢必會為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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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人民幣金融產品更加豐富，資產分配工具更加多樣，可以確保香港離岸人民幣

外匯交易量持續增長；

2）隨之而來，香港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全球流動和配置的相關市場機制及管理措施，

金融市場發展會更加成熟；

3）內地資本市場逐步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促使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

的市場功能與時俱進、不斷調整，可能會向產品創新、風險監管以及跨境資金配置和

資產管理方面轉變。（事實上，香港確實已經採取了行動。）

4）中國內地資本市場選擇與香港資本市場對接，目的是在保持自身資本市場穩定的情

況下與全球各地的最終投資者對接。這樣一來，香港將不再只是一個優異的投資目的

地市場，還是國際資金彙集的平臺，將會成為一個連接全世界的門戶市場。

本次李克強總理的答中外記者問中，還特別提到了：中央政府會不斷地加大力度，

會繼續出臺許多有利於香港發展、有利於內地和香港合作的舉措。

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到:“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

能。我們對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始終充滿信心。”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來香港將會繼續保持穩定的發展局面，在國際金融市場

上大放異彩！

香港=跨境法律爭議
解決最佳選擇 

 

如果有人問起跨境法律爭議應該在哪裡解決，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脫口而出：香港！

香港擁有著完善的法律制度、配套的服務設施、聚集著大量的專業人才、擁有超高的

便利度，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都遙遙領先。說到香港如何成長為跨境法律爭議解決的

最優選擇，與內地之間司法互助制度的日益成熟是一個不得不提的原因。隨著中國內

地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國際間聯繫的不斷增強，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走出去和引進來的

視窗，其優勢就更加顯而易見。

讓我們從1997年香港回歸開始說起……

在香港回歸之前，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政治關係複雜，因此法律關係也非常複雜，只能

夠在國際法的框架下來解決互涉法律問題。而隨著香港的回歸和基本法的實施，兩地

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構建一個新的司法互助合作體系就被提上日程。

眾所周知，香港法律制度脫胎於英國，為普通法系（也稱英美法系）；而中國內地的

法律制度則師從德國，為大陸法系。因此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若想建立完善的司法互

助體系，必須要求同存異、互相包容。這意味著，從該體系成立最初，香港就擁有得

天獨厚的優勢，因為將涵蓋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這兩大法系！要知道，這兩大法系幾

乎涵蓋了全球所有重要國家。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
排》

香港回歸後，與內地簽訂的司法互助方面的第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法律檔，是《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該檔於1998年12

月30日通過，並在1999年3月30日正式生效。這距離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才過

去1年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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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況下，一般民商事司法文書主要通過：海牙送達公約、外交途徑、領事館途

徑、郵寄、訴訟代理人或者公告等方式送達；香港與內地只能通過各自中央機構代為

送達，非常繁瑣，而且容易造成時間的延誤。該檔的生效，改變了內地與香港民商事

司法文書送達不便和送達週期長、效率低的狀況；為及時、公正解決兩地當事人之間

的民事、經濟糾紛，方便當事人訴訟，提供了有力保障。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

內容提要

1、內地與香港可以互相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

2、雙方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均須通過各高級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進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書可以直接委託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送達。

3、委託書語言為：中文；或提供中文譯本。

4、送達時限不得超過自收到委託書之日起2個月。

5、送達司法文書，依照受委託方所在地法律規定的程式進行。

6、司法文書在內地包括：起訴狀副本、上訴狀副本、授權委託書、傳票、判決

書、調解書、裁定書、決定書、通知書、證明書、送達回證；

在香港包括：起訴狀副本、上訴狀副本、傳票、狀詞、誓章、判案書、判決書、裁

決書、通知書、法庭命令、送達證明。

《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仲裁裁決的安排》

1999年6月18日，《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仲裁裁決的安排》通過，並在

2000年2月1日正式實施。

國際上，國家及地區之間執行仲裁裁決的法律依據是《紐約公約》，香港在未回歸中

國之前，與內地也是根據《紐約公約》來執行仲裁裁決。但在回歸之後，香港以“中

國香港”的名義適用該公約，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只對其他締約國領土內做出的

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適用該公約”；而香港與內地又分屬不同法系，適用不同的法

律制度，如何相互執行仲裁裁決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局面。該安排的實施，將此局面成

功化解，並進一步增強了香港的優勢。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經貿聯繫日益頻繁，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亦不

斷深化，隨之而來的法律糾紛也逐漸頻繁。在各種國際間糾紛的解決方式中，仲裁具

有高效性、秘密性和專業性的優點，成為了當事人解決爭議的首要選擇。那麼，在一

個地區作出的仲裁裁決能否在另一地區順利獲得認可和執行，就成為了關鍵所在，也

成為了人們選擇爭議解決地需要考慮的關鍵性因素。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內容提要

1、 內地或香港特區作出的仲裁裁決，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向被

申請人住所地或者財產所在地的有關法院申請執行。該有關法院：在內地指被申請

人住所地或者財產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在香港為香港特區高等法院。

2、 申請人向有關法院提出申請需要提交：執行申請書、仲裁裁決書、仲裁協議。

3、 執行申請書語言為：中文；或提供中文譯本。

4、 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裁決的期限和法院收到申請之後的處理執行均按照執行地

法律進行。

5、 在一定情形下，有關法院可裁定裁決不予執行。



www.manivestasia.com 宏傑集團客戶刊物 非賣品

宏傑   源於亞洲，基於亞洲，服務全球     

2017年3月刊

《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
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2006年6月12日，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司法互助再次取得了重大進展，雙方簽訂了《

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

安排》，並於2008年8月1日開始實施。

在香港，一個境外的民商事判決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執行：1）成文法的途徑，根據

香港《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承認和執行其它法域的司法判決，其需要滿

足兩個條件即一是具有“終局性”（Final and Conclusive）的判決，二是香港與該

法域必須有互惠安排為基礎。2）通過普通法的方式來執行，在香港提出新的訴訟，

這種方式的不便之處顯而易見。

而在內地，如果想要執行一個境外的民商事判決，亦需要向有管轄權的內地中級人民

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而該人民法院會對外國判決進行審查，需要符

合多項條件，十分麻煩；且同樣的，回歸後的香港也不再滿足外國判決這一條件。

《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

的安排》的誕生，有效解決了內地與香港兩地民商事判決的互相執行。

《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

決的安排》

内容提要

1、內地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具有書面管轄協議的民商事案件中作出

的須支付款項的具有執行力的終審判決，當事人可以向內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院申請認可和執行。

2、“具有執行力的終審判決”定義為：

內地: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以及經授權管轄第一審

涉外、涉港澳臺民商事案件的基層人民法院依法不准上訴或者已經超過法定期限沒

有上訴的第一審判決，第二審判決和依照審判監督程式由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審後作

出的生效判決。

香港：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及原訴法庭和區域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

判決：內地包括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支付令；在香港包括判決書、命令和訴

訟費評定證明書。

3、申請人向有關法院提出申請需要提交：請求認可和執行申請書、經作出終審判

決的法院蓋章的判決書副本、作出終審判決的法院出具的證明書和身份證明材料。

4、申請書語言為：中文；或提供中文譯本。

5、申請人申請認可和執行的期間為2年。

6、在一定情形下，有關法院可裁定不予認可和執行。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
安排》

因為香港和內地的法律體系迥異，因此在推進兩地司法互助的進展過程中也困難重

重，並曾一度停滯了10年之久。2016年12月29日，《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成功簽署，才是十年之後的首項重大

突破；該安排已於2017年3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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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兩地之間民商事的取證互助需要經過中間機關傳送取證請求書，才可以

最終送到執行機關，效率很低；訴訟人也並不完全清楚內地和香港特區根據各自的

法律可以提供哪類協助，以及請求書需要列明哪些內容，非常不便。這項安排在充

分考慮兩地法律制度不同的前提下，公平、高效地解決了互涉民商事爭議問題，無

疑有助於兩地司法部門的進一步合作，也將為兩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好的司法保

障，為經貿合作提供更加成熟優異的發展環境。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

内容提要

1、雙方相互委託提取證據，須通過各自指定的聯絡機關進行。內地指定為各高級

人民法院；香港指定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同時最

高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指定的聯絡機關委託取證。

2、內地委託提取證據範圍：訊問證人；取得檔；檢查、拍攝、保存、保管或扣留

財產；取得財產樣品或對財產進行試驗；對人進行身體檢驗。

香港委託提取證據範圍：取得當事人的陳述及證人證言；提供書證、物證、視聽資

料及電子資料；勘驗、堅定。

3、受委託方應當儘量自收到委託書之日起6個月內完成受託事項，並及時書面回復

委託方。

4、申請書語言為：中文；或提供中文譯本。

宏傑觀點

作為一家香港的專業機構，即使有人懷疑我們“王婆賣瓜”，我們還是要肯定地告訴

您：香港確實是跨境法律爭議解決的最優選擇。

正如我們在文章開篇就提到的，香港屬於普通法系，內地屬於大陸法系，兩地之間的

司法互助即意味著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之間的一種交融合作。無論是普通法系國家比

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或部分東南亞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包括亞洲、

歐洲的多個國家；選擇香港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一種平衡。

同時，香港作為內地的貿易視窗；隨著內地貿易水準的發展，與國際上的聯繫日益增

多，香港從文化、語言及地理環境上的優勢也是不可取代的。

除了這些因為與內地關係特殊帶來的優勢之外，香港本身法律制度的先進和健全也是

吸引人們選擇香港作為跨境法律爭議解決的原因之一。在香港，高等法院或以上級別

法院的判決和裁決，可在大部分普通法適用地區強制執行，並可通過國際協議和安排

在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多個國家執行。而在2015年1月，香港還成為了常設仲裁法

院的新據點，常設仲裁法院管理的解決爭議程式亦可以在香港進行，並可以獲提供所

需的設施和支援服務。

宏傑作為一家香港專業機構，在內地發展已經超過15年，擁有一支深諳香港與內地

兩地法律的專業團隊，若您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繫。

注意！香港公司商業
登記費減免3月底
到期啦！

2017年4月1日起，香港公司商業登記費將恢復至2,250港幣！

香港稅務局近日公佈《2016年收入（減少商業登記費）令》將於2017年4月1日屆

滿，香港公司商業登記證及分行登記證費用將分別增加2,000港幣和73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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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

關注宏傑微信

值得注意的是：

★若您在2017年3月開始經營業務/分行業務，並在開業後1個月內（2017年4月內）提

交商業登記申請，仍可豁免首年商業登記費或分行登記費，只須繳付徵費。

★任何人士在其商業登記申請時提交虛假材料，將被視為違法行為，最高可被罰港幣

5,000元及監禁1年！

宏傑建議

鑒於香港公司商業登記證減免將於本月底結束，新商業登記證的申請一定會在本月大幅

上升。為了確保您的香港公司可以順利取得商業登記證，請及時與您的香港公司秘書聯

繫，以便儘早著手準備。

宏傑是一家擁有30年豐富經驗的專業機構，為客戶提供香港公司設立、管理等全方位一

站式的管理與維護服務；若您有任何香港公司方面的問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 ）本人希望以電郵方式收取宏《風》

姓名（中文）

（ ）本人希望介紹我的朋友收取宏《風》

（英文）

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宏傑香港總辦事處 宏傑上海 宏傑杭州 宏傑澳門

地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號東美

中心1405-1407室

中國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172號環

球大廈A座2402室

中國杭州市拱墅區莫干山路218號

中聯大廈A幢802室

澳門新口岸北京街174號廣發商

業中心10樓E座

電話 （852）2851 6752 （86 21）6249 0383 （86 571）8523 0717 （853）2870 3810

傳真 （852）2537 5218 （86 21）6249 5516 （86 571）8523 2081 （853）2870 1981

電郵 Enquiry@ManivestAsia.com Shanghai@ManivestAsia.com Hangzhou@ManivestAsia.com Macao@ManivestAsia.com

臺灣客戶免費專線：00800 3838 3800            中國客戶免費專線：400 668 1987

請填妥以上表格，郵寄至：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172號環球世界大廈A座2402室（郵編：200040），或傳真至：（8621）62495516，

也可以發電子郵件至：Shanghai@ManivestAs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