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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秘書服務
公司將“持牌上崗”

本期提要：

千萬不要讓一家BVI 公司這樣被除名！

香港加入亞投行帶來多方共贏

香港公司秘書服務公司將“持牌上崗”

放榜啦！IMD世界競爭力排名出爐 

日前，香港政府針對“加強規管指定非金融企業及行業以打擊洗錢”的諮詢，發佈了《

有關香港加強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管制度的立法建議諮詢工作諮詢總結》（

《諮詢總結》），這份長達40頁的《諮詢總結》的概況如下：

涉及到兩部法例的修改：

—《公司條例》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

重點內容：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 (即：公司秘書)建立發牌制度

—香港公司須提供及備存權益擁有人資料 (Beneficial Owner)

—指定非金融企業及行業的盡職調查規管 (Due Diligent)

針對以上的修訂草案將會於今年 7月向立法會提交。

本篇文章，我們將重點介紹“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

該《諮詢總結》建議，引入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 (即：公司秘書)發牌制度，規定該等

服務提供者必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申請牌照，且申請人必須符合“適當人選”準則；成

功申請牌照之後，才可以經營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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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牌照考慮因素

公司註冊處處長在處理牌照申請時需考慮以下因素：

A)申請人是否符合“適當人選”準則：

1）申請人為自然人，會考慮其犯罪和破產記錄；

2）申請人為合夥業務/法人，會考慮其最終擁有人或合夥人/董事/股東的犯罪和破

產記錄；

3）申請人為法團：會考慮是否已被清盤或接管，以及有否違反《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和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指引。

B)申請人是否持有商業登記證；

C)申請人有否支付牌照費/續牌費；以及

D)與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出現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相關的其他因素。

公司註冊處為監管機構

在發牌制度中，香港公司註冊處將擔任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監管機構，除了須向

公司註冊處提交牌照申請外，公司註冊處處長還可以委任一名獲授權人士，根據合法

程式進入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處所，進行調查和檢取記錄或檔；以確保發牌制度

的穩健。

制裁與懲罰

1.無牌經營，向公眾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業務：刑事罪行，最高10萬元港幣罰款和

監禁6個月；

2.在牌照申請或續發申請中，就要項作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屬犯罪，可處5萬元港

幣罰款和監禁6個月；

3.不遵從客戶盡職調查和備存記錄規定：被懲處，並須接受多項監管制裁，包括公開

譴責、勒令作出糾正，以及罰款不超逾50萬元。

過渡期及有效期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牌照申請的當天起，就視為持牌經營。發

牌制度擁有120天的過渡期，即只需要在發牌制度實施後的120天內，成功持有牌照

即可。

牌照有效期為三年。

宏傑觀點：

針對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制定牌照制度，一經公佈就引發熱議；尤其是如果無牌提

供公司秘書服務，將承擔刑事責任並監禁6個月！

事實上香港並非先驅，其他的境外金融中心早就建立起了相關制度，香港只是跟上了

步伐而已。該制度將有利於打擊洗錢和恐怖融資行為，同時也會對目前香港良莠不齊

的公司服務市場進行清理和整頓。

作為一家擁有30年豐富經驗的公司服務專業機構，對此制度持支持態度。我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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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很多客戶，因為找了不可靠的公司服務機構，而未能對香港公司進行良好的維護，

從而引發了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問題。我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機構不僅僅不懂相關的

條例，甚至於不懂英文！更不幸的是，修改由不合格公司秘書完成的錯誤檔或記錄，

費用非常昂貴！

宏傑的公司秘書團隊是由持牌的律師和特許公司秘書組成，可以為客戶提供專業完善

的服務。因此，我們期待牌照制度能大浪淘沙，留下真正的專業者。若您有任何問

題，也可以與我們溝通。

此外，《諮詢總結》表明，公司註冊處會針對發牌制度公佈相關指引，協助申請人瞭

解發牌規定，對此我們將持續關注。

香港加入亞投行
帶來多方共贏
 

 

2017年6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公佈：香港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新成員。香港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將率領代表團，首次以亞投行成員身份出席6月16-18日在韓國濟州舉行的第二

屆理事會年會。

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早已於5月12日通過了香港認繳亞投行7651股股本，在完成法

律程序後，香港已獲接納成為亞投行成員；也是亞投行首個非主權地區成員！

亞投行是一個政府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其宗旨是

促進亞洲區域的建設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

區的合作。2016年1月開始正式運作；截止到2017年5月13日，亞投行已經有77個正

式成員國；並預計在今年年底成員或達到85-90個國家及地區。

香港成為亞投行的成員，將會給亞投行、香港和中國內地帶來多方共贏。

亞投行好處多多！

提供融資平臺：

基於亞投行本身的性質——重點支援基礎設施建設，意味著無論是亞投行的重大基建

方案還是亞投行本身，都需要很多資金；而香港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服務，比如：

銀行貸款、發放基金、債券等等。這一點上，香港具有絕對優勢。

提供專業服務和豐富經驗：

香港作為東西文化的交融地，在貿易、金融、專業服務和科學技術方面都具有與國際

接軌的高水準人才；在基礎建設服務方面也擁有豐富的經驗，可供亞投行中的其他國

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借鑒學習。

提供融資風險防控

在亞投行的成員國家中，很多都是發展中國家，難免會涉及到經濟轉型、地緣政治、

甚至宗教衝突和恐怖主義等問題；香港資本市場發展比較健全，監管也十分嚴格，並

且擁有風險防控方面的專業人士，可進行充分地分析和評估，以避免風險。

成員組成更加多元化

一直以來，亞投行都秉承著開放包容的發展理念，成員包括發展中國家，也包括加拿

大、英國等發達國家，而香港則是首個非主權地區成員。這使得亞投行的成員組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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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元化，在未來的發展中，可以進行更好更合理的資源配置，各取所需。同時，成

員國範圍的擴大，也意味著國際社會對亞投行的進一步認可和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擴

大。

香港發展再增新機遇

重大政治意義

亞投行接納香港作為正式成員，使得香港能夠以正式成員的身份來參與理事會等機構

的建設和開展相關事務，提高了香港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而在亞投行中有兩個“大

中華地區成員”，香港在亞投行相關決策中的話語權也勢必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強化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通過為亞投行提供融資、專業服務、管理、技術等優勢

服務來鞏固強化自己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亞投行會給香港帶來眾多的投

資機會，吸引更多的商貿、投融資活動，使香港的發展空間得到拓展，帶來發展的新

機遇。

爭取成為亞投行財資中心

早在去年，香港就企圖吸引更多的企業來香港設立財資中心。成為亞投行成員之後，

香港各界都表態希望亞投行可以來香港設立財資中心或是分部。

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頂尖的金融中心，擁有世界級的人才和經驗，可以提供高品質

的金融和專業服務；另一方面國家政策對香港的發展大力支持。香港完全可以成為亞

投行面向國際的融資平臺，同時如果亞投行選擇在香港是設立財資中心或分部，將會

大大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中國內地平臺擴展，影響力提高

企業走出去更便捷

鑒於香港的特殊優勢，內地很多企業都喜歡選擇香港作為境外投資的第一站，而如今

香港已經成為亞投行中的一員，就意味著今後內地企業通過香港作為平臺“走出去”

，將會得到亞投行的更多支持。

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

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擁有最大規模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佔市場份額高達

70%。香港加入亞投行，在投融資中以人民幣議價，將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國際影響力提高

眾所周知，亞投行是由中國宣導和成立的，香港的加入提升了亞投行國際影響力的同

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宏傑觀點：

香港加入亞投行，從時間上來看似乎並不早；但作為首個非主權地區成員，與中國內

地關係如此特殊，又是國際金融中心，並且選擇在國際經濟政治形勢複雜微妙的當

下，意義則顯得更為重大。

如今，亞洲的經濟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勢頭不可小覷。中國大力

發展“一帶一路”戰略，又積極支援亞投行的擴大發展，在國際經濟中重要性不斷提

升；與內地關係特殊的香港也一直努力追求在此情況下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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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讓一家
BVI 公司這樣
被除名！

 

千萬不要讓一家BVI 公司這樣被除名！

在BVI，如果一個公司沒有按時繳付牌照費用(License Fee)；將須繳納10%或50%

的罰款；如果繼續不支付款項，BVI公司註冊處(Companies Registry，以下稱：“

公司註冊處”)將會在年度牌照費用到期5個月後，將該BVI公司除名（Strike off）。

通常一家公司被除名之後，可以向公司註冊處申請恢復，只需繳納所欠年費、罰金等

政府費用和提供相關資訊即可。

而如果這家公司被除名之後連續7年都沒有繳付應繳費用，就會被視為已解散

（Dissolved）。

請注意：從除名到解散，有長達7年的時間！

那麼在這7年中，公司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早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就表示：香港在謀劃發展時，必須考慮“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因為香港城市規模較小，經濟總量受制於城市規模，所以香港必須抓住可以配

合國家策略的重點，發掘新的發展動力。

今年對香港發展來說，可謂是有利消息頻頻，在 “一帶一路”戰略中奠定了超級連絡

人的地位，與內地的債券通也被提上日程，如今又成為亞投行的成員。更加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在兩地的開放合作中是否還會有更多的好消息，依舊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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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家BVI公司被除名時，公司實體是仍然存在的，僅僅只是因為沒有交易牌照而不

能運營。且根據我們多年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的董事或者成員無法使用該公

司：

1）進行某些法律訴訟程式，來繼續業務或者是以某些方式來處理公司資產；

2）對某些法律訴訟程式進行辯護，以公司的名義來進行索賠或者要求某些權利；

3）採取任何方式來進行關於公司事務的行為。

但在公司被除名之後，公司：

1）無法防止承擔責任，即：公司的債務是不會隨著除名而消失的；

2）任何債權人都可以向公司索賠，並且可以向法院尋求幫助，通過法院審判或執

行來索求賠償；

3）給公司的成員、股東、高級管理人或者代理機構所承擔的責任帶來影響。

4）仍然持有資產（比如：銀行結餘），但是公司無法使用、觸碰、轉讓或者轉移

這些資產。

事 實 上 ， 一 個 B V I 公 司 ， 如 果 沒 有 繳 付 牌 照 費 用 ， 將 會 喪 失 做 任 何 交 易

（Transaction）的能力，而從BVI公司轉移出資產也是一個“交易”。

這意味著：在除名到解散的7年中，董事和成員如果使用該BVI公司來進行交易，可

能會承擔一些隱藏債務，將帶來一定的風險。

更恐怖的是：7年之後，該BVI公司將會被解散，這些資產都將歸BVI政府所有！

因此，我們建議客戶採取清算的方式（多為成員自願清算 Member’s Voluntary 

Winding-up）來結束BVI公司，而不是採取不繳牌照費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

BVI公司的清算流程大致分為：

1）向公司註冊處遞交清算人委任通知，解散計畫書及償還能力聲明；並需在簽署

人委任後14天內登記備案；

2）在BVI的公報上刊登公司解散消息，包括解散開始日期、清算人名稱及地址；

3）刊登解散消息之後，須在30天後向公司註冊處遞交清算完成通知書和清算人簽

署的解散聲明書；

4）完成以上事項，公司註冊處會簽發解散證書，並刪除該公司在公司註冊處的記

錄（而不僅僅是名稱！）；

5）解散證書簽發之後，在BVI公報上刊登該公司已解散並在公司註冊處除名。

至此，這家公司才算是徹底的解散。

宏傑建議：

BVI公司作為常用的SPV在公司架構搭建中非常常見，我們的很多客戶在商場上叱吒

風雲，但在離岸公司維護方面並非十分精通，常常會為了省事來進行某些操作而留下

風險隱患。不過沒有關係，宏傑作為一家具有30年豐富經驗的專業機構，擁有一支

非常專業的離岸公司維護和清算團隊，您可以放心將您的離岸公司交給我們來維護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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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蟬聯第一

內地 飆升七位

近日，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發佈了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香港連續兩年排名第1，瑞士及新加坡分列第2、

第3，美國跌至第4，中國則從去年的第25名躍升為第18名。

來源:IMD官方網站

香港：第1名
“優等生”香港蟬聯冠軍，但仍需居安思危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各大競爭力榜單上的“優等生”。對於香港連續兩年在63個國

家中脫穎而出，奪得世界競爭力排名第1，香港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IMD的排

名肯定了香港在恪守財政紀律、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和構建穩健金融體系方面所作出的

努力。

但在四項主要評估因素排名中：香港在“政治效率”、“營商效率”保持了全球第

一，但在“經濟表現”卻從第5位下降至第11位，而“基礎建設”方面僅排第20位（

放榜啦！IMD世界

競爭力排名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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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為第21位）。這反映了香港經濟在過去一年中受到了週邊環境不穩定的影響，

需要拓展市場和經濟基礎。

對此，陳茂波司長表示：政府將會鞏固香港固有競爭優勢，包括自由開放的市場原

則、優良的法治傳統、高效的公營部門、穩健的體制；同時也將積極開拓新市場，支

援新產業發展，提升長遠競爭力。

中國內地：第18名
進步亮眼，超過英國

32個低收入經濟體競爭力排名第一

在排名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是除了哈薩克斯坦之外（進步15名）進步名次

最多的國家。從去年的第25名，上升到第18名，超過了英國；澳大利亞（第21名）

和法國（第31名）等老牌國家也被其甩在身後。

中國內地還在全球32個低收入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足2萬美元）中排名第

一。

IMD世界競爭力中心主任 Professor Arturo Birs表示，競爭力得到最大提升的國家/

地區的指標主要和政府與企業的效率以及生產力有關。他還提到：中國內地在今年上

升了7個名次，是源於中國內地非常關注國際貿易，而這會繼續推動經濟增長和促進

政府與企業效率的提高。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內地政府確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開放市場、人民幣入籃等政策

都激發了市場的生命力和靈活性；加強對腐敗的打擊和對職能部門的規管則提高了政

府效率；“一帶一路戰略”更是統籌了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順應了地區和全球合作的

潮流。

美國：第4名
政治不穩定&保護主義

導致不確定因素增加

作為“超級大國”，此次排名跌出前三，也跌破了人們的眼鏡。但是仔細想想特朗普

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頻出“大招”，似乎又覺得不那麼奇怪了。

接受IMD調研的全球高管在政府和企業效率等類別中對美國打分較低，大部分人認為

政治不穩定和保護主義構成更大風險。但也有人表示：特朗普政府在放鬆監管和減稅

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可能有利於美國排名。

似乎明年的美國排名，將會“成也特朗普，敗也特朗普”了……

宏傑觀點：

從香港的蟬聯，到內地的飛躍，再到美國的下滑；可以看出堅持創造、鼓勵開放、提

高生產力和政府部門效率，營造友好的營商環境才是決定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目前，香港穩坐冠軍寶座，內地又發展速度驚人；隨著兩地之間的不斷開放，合作深

入；香港作為最具競爭力經濟體的作用將會愈發突出，會成為中國內地與全球市場溝

通的門戶。

宏傑作為一家起源於香港的專業機構，在上海、杭州亦設有辦公室；對於內地與香港

之間的投資規劃和稅務籌劃具有豐富經驗，若您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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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

關注宏傑微信

世界競爭力年報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自1989年以來，瑞士IMD都會發佈世界競爭力排名，該排名通過260個指標來

對國家/地區進行評分；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所謂的“硬資料（Hard data）”

比如：就業和貿易統計資料；另外三分之一來自於超過6,250個企業高管調

研，包括：貪污腐敗、環境問題和生活品質等。

通常年報內容包括排名（Rankings）、國家概況（Country porfiles）、統計

表（Statistical tables），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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