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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在此，我們特整理出相關要點，供您參考：

ECFA 生效及其影響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如何註銷香港分公司
——如何註銷香港分公司
香港發佈稅務資料交換指引
宏傑拜訪杭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

ECFA 生效及其影響

導讀：
導讀：

2010 年 8 月 17 日，臺灣立法機構表決通過了《海峽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ECFA”）。至此，海峽兩岸的交流與
合作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澳新銀行中國經濟研究總監劉
立剛甚至在英國“Financial Times”上撰文——《ECFA 時
代到來》，為 ECFA 鼓與呼。那麼，ECFA 到底意味著什
麼？它的實施對臺灣、大陸以及香港將產生什麼影
響？如果您欲將投資臺灣，又有哪些需要多加注意的
地方呢？

ECFA

的要點

年 6 月 29 日，大陸和臺灣在重慶簽署了《海峽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簡稱“ECFA”）。及至 2010 年 8 月 17 日，
臺灣立法機構表決通過，開始正式生效。這標誌著兩岸
的經濟關係進入了制度化合作的新階段，在貨品貿易、
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合作等方面進一步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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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份“框架協議”， ECFA 可謂名副其實。它
僅僅先定好架構和目標，進一步的合作細節有待日後協
商。因此，綜觀 ECFA ，其最主要的成果仍體現在“貨
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
“知識產權保護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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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三專案對增進兩岸貿易和投資有重大影
所謂“早期收穫”（Early Harvest），指的是在 WTO 框架下，以自由貿
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FTA”）或 ECFA 模式簽訂【雙邊
免關稅協定】，一般都是【十年內逐漸消除雙方關稅】。那些【提早】
反映貿易自由化成果的免稅、降稅優惠，即為“早期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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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101 大廈）
大廈）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
目前的早期收穫清單中，共有 539 項臺灣產品、267
項大陸產品將可享受到兩岸貿易自由化的優惠。此
清單將於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清單中所載貨品的
關稅減讓，將依關稅級距，以兩年三階段的方式進
行，並於 2013 年實現所有產品零關稅。
其中，臺灣列入早期收穫清單的產品當中，其在大
陸兩年三階段的減稅情況，請詳見下表：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降稅一覽
（大陸對臺灣方面）
大陸對臺灣方面）
2009 年關稅稅率
2011
2012
2013
＜5%
0%
0%
0%
5%-15%
5%
0%
0%
＞15%
10%
5%
0%


臺灣提供陸方總計 267 項降稅產品中，也將分成三
梯降稅。早期收穫清單中，臺灣關稅稅率在 2.5%以
下的 67 項產品，將優先執行零關稅承諾。（詳情請
見下表）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降稅一覽
（臺灣對大陸方面）
臺灣對大陸方面）
2011
2012
2013
2009 年關稅稅率
0%＜X≤2.5%
0%
0%
0%
2.5%＜X≤7.5%
0%
0%
2.5%
X＞7.5%
2.5%
0%
5%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早期收穫清單範圍內的貨物，

須滿足相應的原產地規則及直接運輸要求，才可享
受進口關稅減免。截止到目前，大陸和臺灣仍在就
原產地規則及其標準進行協商，具體細則有待進一
步確認。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
ECFA 針對大陸服務業進入臺灣市場所給予市場准入
條件有所放寬，主要著重于非金融服務專案，例
如：商業設計、大陸電影的放映、商品買賣的仲
介、運動以及其他娛樂服務業。對於農產品和金融
服務，則尚未開放。
在大陸方面，對臺灣開放的領域包括：會計審計、
國際服務、電腦及相關服務、研究和開發服務、會
議服務、專業設計服務、錄影錄音製品供銷服務、
醫院服務、飛機維修與保養服務、保險及相關服
務、銀行及其它證券、期貨等金融服務，一共 11 個
類別。
在 ECFA 中，臺灣享受到了優於 WTO 的市場准入條
件，特別是金融服務業和醫療服務業，他們將可以
在大陸獲得優於 WTO 協議的市場准入條件。
 知識產權保護協議
ECFA 協議中，兩岸相互承認商標、專利等的優先
權。這樣一來，雙方在商標及專利的的註冊申請時
會降低遭惡意註冊的風險。

針對 ECFA，宏傑之特別提醒

毋庸置疑，ECFA 的生效，為海峽兩岸互輸利好在政
策層面上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撐。但值得注意的是，ECFA
畢竟還只是一份框架協議，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定的局
限。在此，我們特別提醒您及您的客戶注意以下幾點：
 ECFA 作為一份框架協定，只是提供了兩岸經
濟合作的整體框架，並沒有提供可供實踐操作
的具體措施。如果您及您的客戶打算投資臺
灣，須多加謹慎。
 作為 ECFA 的一部分，內地與臺灣之間避免雙
重徵稅協定（ Double Taxation Treaty, 簡稱
“DTT”）並未同步簽署。如此一來，您將不
能立即享受到 DTT 協定下的股息、利息及特許
權使用費等稅務優惠。
 新加坡是同時與內地和臺灣簽署 DTT 的司法管
轄區，可以作為您營商大中華區的中轉站，以
獲得更多的稅收優惠。
 儘管 ECFA 的生效將拉近臺灣與內地之間商貿

投資的“直接距離”，但是香港及香港公司
作為海峽兩岸投資中介的作用，短時間內不
會削弱。
 自 2010 年 1 月始，香港便積極推進與臺灣協
商以簽署 DTT，以期在將來扮演更為重要的
角色。
鑒於 ECFA 剛剛生效，相關的細節及補充條款還有
待進一步落實。對此，宏傑將予以持續關注，以冀能夠
在第一時間為您及您的客戶提供最新且具價值之資訊。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如何註銷香港分公司
——如何註銷香港分公司

導讀：
導讀：

作為國際投資常用工具的一種，香港分公司因其註
冊便捷、運營成本低、操作靈活等優勢深受營商人士的
青睞。但正如人有生老病死一樣，公司也有其生死存
亡。在實際營商中，因實際運營、投資目的等的變化，
註銷香港分公司亦十分常見。

案例背景

近日，一位法國客戶找到宏傑。出於公司架構調整
之需求，該客戶欲結束其法國母公司在香港登記註冊的
分公司，希望我們能夠為其提供相關註銷服務。
針對此需求，宏傑為該客戶提供了專業而有效的解
決方案，幫助客戶在很短的時間內順利地註銷了其香港
分公司。

香港分公司之概念

那麼，究竟什麼是香港分公司呢？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332 條規定，香港
分公司（Non-Hong Kong Company），又稱“非香港公
司”，主要指：
1、在香港以外地區成立為法人，並于《公司條例》
生效後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的公司；或
2、在香港以外地區成立為法人，並于《公司條例》
生效前已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且在《公司條
例》生效時仍繼續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的公司。

結束香港分公司的法律依據

作為非法人實體，香港分公司的結束須由相關申請
人至有關政府部門遞交撤銷註冊所需之相關文檔。
但是，如果該分公司之債務尚未且無能力清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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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債權人可以向法庭申請將該香港分公司進行破產強
制清算。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327 條規定，非註冊公司 可
被清算的情況如下：
1、如公司解散或已停業，
如公司解散或已停業，或只為將事務結束而繼續
營業；
營業；
2、如公司無能力償付其債項；
如公司無能力償付其債項；
3、如法院認為將公司清算是公平公正的
如法院認為將公司清算是公平公正的。
認為將公司清算是公平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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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公司的註銷
香港分公司的註銷程式
註銷程式

那麼，如何才能高效、便捷地註銷一家香港分公司
呢？您必須(1)將分公司的稅務處理清楚 (2)遞交相關表
格。如此之後，方可撤銷。
香港《公司條例》第 339 條對於註銷香港分公司作了
如下規定：
1 、根據本部註冊的非香港公司如在香港不再設有
營業地點，
營業地點 ， 須在不再設有營業地點後的 7 天
內，向處長送交關於該事實的符合指明格式的
通知。
通知。
2、處長在接獲第 1 款所指的通知後，
款所指的通知後，須——
a. 將該通知保留和登記
b. 在非香港公司登記冊內作出記項，
在非香港公司登記冊內作出記項，述明有關
非香港公司已不再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
非香港公司已不再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
設有營業地點。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如果香港分公司在周年申報之
日仍未完成註銷，則需要繼續完成此次周年申報，以合
乎相關法律規定。

宏傑之專業意見

針對香港分公司之註銷，我們特為您提供如下專業
意見，以供您及您的客戶註銷香港分公司時作為參考：
 在結束香港分公司之前，請務必核查該香港分公司
是否有債務仍未清償，以避免債權人之追究。
 請務必將分公司的稅務處理完畢。
 請務必核對在公司註銷之前是否有周年申報仍未完
成；如果沒有，則需要繼續完成。
 請務必在註銷香港分公司後的 7 天內，向公司註冊
處處長遞交關於此註銷情況的通知。
對於香港分公司周年申報及準備相關申請材料，宏
傑可以為您提供高效的專業服務，以幫助您更加專注於
您的核心業務。如果您有成立與註銷香港分公司的需
要，歡迎與宏傑取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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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註冊公司，是指少於 8 名成員而並非在香港以外成立的社團、合夥
或公司。其中，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326 條規定，非註冊公司包
含香港分公司。

不同司法管轄區之合夥企業·
不同司法管轄區之合夥企業·中國篇
編者按：
編者按：
合夥制企業因其註冊簡便快捷，管理方式簡單靈活，
一直深受國際投資者的青睞。
適逢 2010 年中國政府允許外國企業或個人在華設立
外商投資合夥企業之際，我們宏傑《逍遙境外》擬將推出
題為“不同司法管轄區之合夥企業”的系列報告，以為您
及您的客戶營商全球提供更多的選擇。
本期《逍遙境外》所推出的首份報告名為《在中國設
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同時，敬請您關注接下來更多豐
富且具價值之其他報告。
在中國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

導讀：
導讀：

2010 年，中國政府開始允許外國投資者設立一種全
新的企業形式——外商投資合夥企業，以吸引具有先進
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外國企業或者個人，比如律師、會計
師、設計師等。外商投資合夥企業審批與設立簡便而快
捷，這給打算投資中國的國際營商人士提供了一種全新
的選擇。
自中國政府允許外國投資者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
以來，上海、山東、貴州、四川等地區紛紛新註冊成立
了一批外商投資合夥企業。比如：2010 年 3 月，國內首
家合夥制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凱雷複星（上海）股
權投資企業（普通合夥）在上海浦東陸家嘴落戶。那麼，
什麼是外商投資合夥企業呢？

什麼是外商投資合夥企業

根據《外國企業或者個人在中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外
商投資合夥企業，是指 2 個以上外國企業或者個人在中
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
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以及外國企業或者個人與中國的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在中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
法人或其他組織在中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
外商投資合夥企業，依據不同的標準,有以下幾種不
同的類型：
1、依組織形式來劃分——普通合夥企業、特殊普通
合夥企業和有限合夥企業；
2 、依合夥人構成來劃分——外國企業+ 外國企業，
外國個人+外國個人，外國企業/個人+中國的自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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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
特別提示：
特別提示：
特殊普通合夥企業
特殊普通合夥企業 是指以專門知識和技能為客戶
提供有償服務的專業服務機構。例如律師事務所、會
計師事務所、醫師事務所、設計師事務所等。
它與普通合夥企業不同，其普通合夥人不一定承
擔無限連帶責任，而是看此合夥人是否對債務的形成
承擔責任。如果此普通合夥人對債務的形成承擔責
任，那麼需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如果此普通合夥人對
債務的形成不承擔責任，那麼僅以其在合夥企業中的
財產份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
特殊普通合夥企業必須在其企業名稱中標明 “ 特
殊普通合夥”字樣，以區別于普通合夥企業。
從法律意義上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具有如下幾個
重要特點：
1、合夥人必須至少有一個外國企業或個人，且於中
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
2、其得以成立的法律基礎是合夥協議，合夥人之間
的權利義務關係皆以合夥協議為依據。
3、合夥須由全體合夥人共同出資、共同經營，二者
缺一不可。
4、普通合夥企業的合夥人共負盈虧，共擔風險，對
外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5 、其中，有限合夥企業的有限合夥人只需以其認
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

外商投資合夥企業的優勢

基於其法律特性，外商投資合夥企業對外國投資者
進入中國市場存在不小的優勢。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
幾點：
1、首次允許中國自然人直接參與其中。
首次允許中國自然人直接參與其中。與《中外合
資經營企業法》及《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將中方合作者
嚴格限制為中國的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的規定不同。此
次《管理辦法》首次允許中國自然人直接與外國企業或者
個人在中國境內設立合夥機構。
2、設立登記、
設立登記、變更及註銷簡便快速。
變更及註銷簡便快速。《管理辦法》
規定，外商投資合夥企業的登記、變更及註銷無需商務
主管部門的歸口審批，無需驗資，由企業直接向登記機
關申請登記。
3、管理簡單靈活。
管理簡單靈活。對於外商投資合夥企業來說，合
夥人對執行合夥事務享有同等的權利。按照合夥協議的
約定，或者經全體合夥人決定，可以指定一個或數個（除
有限合夥人外）對外代表該合夥企業，執行合夥事務。管

理簡單靈活，決策效率較高。

審批

《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對外國企業/個人在中國
境內設立合夥企業實行直接向企業登記機關申請登記的
制度，不需要經商務主管部門歸口審批。也就是說，外
國企業/個人在中國設立合夥企業，只需向國務院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授權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設立登記
即可。
具體到在上海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負責審批工作。且對相關申請直接予以審
批，而毋須商務主管部門歸口審批。但前提是，必須符
合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需注意的問題

根據《管理辦法》規定，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雖然
相對便捷，但並不等於毋須任何核准。在此，我們特別
提醒您及您的客戶注意以下幾點：
 根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7 年修訂）》
的鼓勵類和限制類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有一
些行業不得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比如，金
融類外商投資合夥企業便不在《管理辦法》的
規管範圍內。
 合夥企業的經營範圍中有屬於法律、行政法規
或者國務院規定在登記前須經批准的項目，應
當向企業登記機關提交批准文檔。
 外商投資合夥企業涉及須經政府核准的投資專
案，應辦理核准手續，具體根據是《外商投資
專案核准暫行管理辦法》。
自 2002 年進入上海以來，宏傑在投資中國服務方面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專業支援力量。如果您有包
括設立外商投資合夥企業在內的任何外商直接投資服
務，歡迎與我們聯繫。
香港發佈稅務資料交換指引

導讀：
導讀：

2010 年 6 月 9 日，香港稅務局發佈其稅務條例釋義
及執行指引第 47 號（根據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的
資料交換）。該條文基於 OECD 最新版本修訂。依據修
訂後的稅務條例，香港稅務局可以應協定夥伴的申
請，在一定條件下，通過各種途徑收集及披露在港納
稅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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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納稅人的資料不會被任意披露，香港稅務
局在指引條例中特意強調了以下幾點重要資訊：
(1) 資訊交換的形式必須嚴格按照條例中具體
要求的進行，而不能任意地以某一種形式
來操作。
(2) 只有在合理的情況下，當稅務協定夥伴之主
管機構明確提出相關要求時，香港稅務局才
能對資料予以收集和披露。
(3) 資料的披露還需滿足此條件：可以預期並確
保全面性稅務協定或協定夥伴的法律條例可
以正確地使用。
關於上述的第三項，香港稅務局給予了詳細說明，詳
情如下：
→ 需要協定夥伴發出一份聲明，其中需明確說明
所需要的材料及其與披露要求之間的關係；
→ 確保可以在香港獲得此資料的依據；
→ 需要協定夥伴發出一份聲明，表明稅務協定夥
伴政府已經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在該地區搜集
相關資料；
→ 如果適用的話，該協定夥伴須向納稅人說明這
種披露要求可能會阻礙會損害其在司法管轄區
執行稅法的原因。
除有關上述最後一項外，香港稅務局會向納稅人
提供相關披露要求的詳情。在大部分情況下，納稅人
將可以審查有關資料並糾正其中的任何錯誤。但任何
逾期的修正將不獲受理。 按照經合組織的標準，
按照經合組織的標準， 回復
時間為 90 天。

宏傑拜訪杭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

編者按：
編者按：
自宏傑中國杭州服務組（Hangzhou Service Desk）成
立以來，宏傑積極與當地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
及相關涉外政府部門開展了廣泛的溝通與交流。以下是
杭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網站對宏傑拜訪所發佈之新
聞資訊，特輯錄於此，與您分享。
近期，總部位於香港的宏傑興中（上海）商務諮詢有
限公司中國區域服務總監唐文靜小姐一行來訪我局，局
投促中心負責人及外經處相關人員接待了來賓。
宏傑是一個立足于大中華區的顧問集團公司，主要
為客戶提供公司架構和商業運作方面的專業解決方案，
通過與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顧問機構的合
作，為目標客戶提供公司架構規劃、稅務諮詢和稅務合
規、商務用外包、公司管理等各方面的服務，在協助國
際客戶落戶中國和幫助中國企業投資海外上具有較多成
功經驗。
（消息來源：杭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國際投資促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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