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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开设分支机构

Ⅰ. 内地企业来港设立分支机构简介

Ⅱ.香港作为控股公司的成立地对企业发展
的优势

III 两税 合一：成立香港公司带来的机遇



概况

可以采用的企业实体的主要形式有：

1.  设立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2.  登记为香港公司法第十一部(Part XI)

的非香港公司(Non-Hong Kong
Company)(分公司)



概况

子公司与分公司的主要区别

• 子公司是香港本土的公司，具有独
立的法人资质

• 分公司只是母公司的分支，并不具
有独立的法人资质



成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 股东至少为一位，任何国籍均可
• 股东可以是非香港居民
• 股东最多不得超过五十人
• 无注册资本额的限制（最少0.01元）

• 公司章程必须载明限制股份转让过户
权，并且不得公开邀请认购公司之股票
或债券

• 无行业的限制



三种设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之途径

1. 筹建新公司

2. 购买现成「空壳」公司

3. 先行购买现成「空壳」公司，再
转换公司名称



筹建新公司

1. 發起人(创办成員)做筹备工作

2. 公司成立后，代表發起人可以退出公司。

3. 股东發起人可由公司聘为受薪董事

4. 筹组新公司所需时间大约为两星期。



购买现成「空壳」公司

• 香港有一些工商服务公司，会选择
一些含意较好的公司名称，先行办
理注册为有限公司，然后公开出售。

• 所需时间为三个工作天左右



先行购买现成「空壳」公司，再转
换公司名称

•可以先购买现成「空壳」公司，做营
业之用。

•等需要之时，可以再转换为自己所选
择的名称。

•转名所需时间一般为一星期。



筹组新公司之程序

1. 公司名称调查

2. 成立股东会

3. 成立董事会

4. 选择注册地址

5. 制定公司组织大纲与章程

6. 委任公司秘书

7. 公司注册处批示

8. 商业登记手续办理



內地公司登记为非香港公司 (分公司) 之程序

1. 公司章程文件的核证副本
2. 申报下列资料

• 董事、秘书及香港授权代表的资料
• 母公司在香港和注册成立地点的主要营业地点

的地址
• 母公司在注册成立地点的注册办事处地址
• 母公司注册证书或同等性质文件的核证副本；
• 母公司最近期账目的核证副本。



內地公司登記為非香港公司 (分公司) 之程序

• 非香港公司登记后将获发非香港公司登
记证明书。

• 非香港公司登记证明书可在22 个工作天

内发出。

• 公司被批准登记后，须向香港税务局之
商业登记处办理商业登记(税务登记)手
续，并缴交当年的登记费用。



必须要由香港居民/香港公司出任的职位

•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处理公司法规定的职务

• 非香港公司(分公司)
香港授权代表，处理公司法规定的职务，并代表公司。

• 香港的律师、会计师和专业工商服务公
司均提供以上的服务。



香港公司之税务

• 香港的课税原则 :
–仅对香港及非香港公司源自香港之收
入课税。

–对境外收入，汇至香港的收入，不征
税。

–决定应否对公司征收香港税项取决于
收入来源，而非公司成立地。



香港公司之税务

利得税 物业税[1] 利息税

在香港从事贸易或商业活动之法团

源自香港之收入 征收 不征收 不征收

源自境外之收入 不征收 不征收 不征收

[1]源自香港物业之收入将与源自业务之利润同时纳入所得税内计算．



香港公司之税务

税率

利得税 17.5% (2008/09:16.5%)

物业税—法团 16%

利息税 零



香港公司之税务

股息

• 公司获得或支付的股息毋须课税。

资本增值

• 香港并未设立资本增值税，亦不就资
本收入征收税款。



•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税务规划纳入国

际正轨

• 避税在国际税务安排来说是「此路不
通」、「不得其法」

两税合一：成立香港公司带来的机遇



两税合一：成立香港公司带来的机遇

• 2006年8月21日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正式签署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安排》



中国对外资(包括BVI)企业股息豁

免征收所得税的新措施：

• 中国之前一直对外资(包括BVI)企业

的股息豁免征收所得税。但新税法
的第三、四条规定：



•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
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
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
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
纳企业所得税。

• 非居民企业取得本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
得，适用税率为20%。”



中国要求纳预提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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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纳预提所得税

•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将与内资企业按照
25%的统一税率交纳企业所得税，

• 利润100万就有75万的税后利润

• 按20%计预提税，那么应计提15万元

• 加上原来的25%
• 则意味着实际税率可达40%，未分配利
润将为60万。



中国要求纳预提所得税

如上图所示：

• 外商企业必须在中国交纳完企业所
得税

• 若须将企业所得汇回给海外，他们
还须交纳预提所得税。



香港公司与非香港公司之详细税
率对照表

香港公司（按100万计） 非香港公司（按100万计）

企业所得
税

25
％

税后利
润

75万 企业所
得税

25
％

税后利
润

75万

5％ 税后利
润

71.25万 10
％

税后利
润

67.5万

20
％

税后利
润

60万

预提税预提税



• 新税法对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
家的股息没太大的影响

• 对很多东南亚国家和BVI，影响较大
• “假投资”公司大多在BVI注册，为避
免新税法20%的预提税，部分此类公
司选择将注册地转向其它国家和地
区



还有其它国家和地区可以选择吗？

香港 新加坡 澳门 毛里求
斯

美国

股息 10% / 
5%

12% / 
7%

10% 5% 10%

利息 7% 10% / 
7%

10% / 
7%

10% 10%

特许权使用
费

7% 10% 10% 10% 10%



说明是否有签订《双重征
税协议》，在缴纳税款方
面的差异。

香港公司是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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