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屬政權 成立費用 周年維護費

英屬處女群島 (BVI) 
HKD$6,000 HKD$5,500

貝里斯 (Belize) 
HKD$5,400 HKD$4,500

英國(Britian) 
HKD$6,600 HKD$6,000

紐西蘭(New Zealand) 
HKD$6,600 HKD$6,000

塞舌爾(Seychelles) 
HKD$5,600 HKD$5,000

薩摩亞(Samoa) 
HKD$6,500 HKD$6,500

開曼群島(Cayman) 
HKD$17,800 HKD$14,800

美國特拉華州(Delaware) 
HKD$7,000 HKD$5,000

杜拜(Dubai) 
HKD$78,000 HKD$55,000

澳門(Macao) 
HKD$12,800 HKD$7,000

英屬處女群島公司 (BVI)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6,000 港元，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50,000 股(每股面值 1 美元或無面值)費用已包括

註冊地址，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付加中文名稱

另收費，但如選擇附有中文名稱的現成空殼公司收費加 1,000 港元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12 個工作天，現成空殼公司約 2 個工作天即可

註冊成立處女群島公司優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為大眾所熟悉，最熱門，我們的現成公司存貨亦最多，更多選擇 

享有高度的隱密性，公司股東名冊完全不對外公開  

不需核數師報告，只需保留資料反映經濟狀況即可 

如非在處女島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在外地經營所得利潤無須交利得稅，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後續服務簡單 

BVI（英屬處女群島）是政治、經濟和貿易環境非常穩定的地方 

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5,5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處女島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

務費等 

其他費用:

客戶申請開設銀行戶口時，銀行或會要求出示 "公司存續證明(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和 "董事

在職證明(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我們可以代辦，費用為各證明 1,000 港元



貝里斯公司 (Belize)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5,400 港元，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50,000 股(每股面值 1 美元)費用已包括註冊地址，

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附加中文名稱

另收費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16 個工作天 

註冊成立貝里斯公司優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成立費用為各國離岸公司中最便宜，維護費用亦為最低 

享有高度的隱密性，公司股東名冊完全不對外公開  

不需核數師報告，只需保留資料反映經濟狀況即可 

如非在貝里斯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在外地經營所得利潤無須交利得稅，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後續服務簡單 

貝里斯是政治、經濟和貿易環境非常穩定的地方 

公司註冊證書及章程均可印上中文名稱，並且具法律效力  

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4,5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貝里斯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

務費等 

其他費用:

客戶申請開設銀行戶口時，銀行或會要求出示 "公司存續證明(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和 "董事

在職證明(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我們可以代辦，費用為各證明 1,500 港元 (於成立公司時一併

定購, 可享港幣 500 元折扣優惠)

英國離岸公司 (Britian)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6,600 港元，費用已包括註冊地址，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

及行政費) 

如需要殼公司名單，請聯絡我們 

http://www.sunchiap.com.hk/l_t/contact.htm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25 個工作天，購買空殼公司約 7 個工作天 

註冊成立英國公司優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資料公開，可信性高，信譽度最高 

如非在英國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國際法律地位高  

成立英國公司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6,0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英國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務

費等



紐西蘭離岸公司 (New Zealand)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6,600 港元，費用已包括註冊地址, 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

行政費)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10 個工作天 

註冊成立紐西蘭公司優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資料公開，可信性高, 信譽度最高 

如非在紐西蘭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國際法律地位高  

比英國公司的成立時間更短  

成立紐西蘭公司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6,0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紐西蘭的註冊地址年費, 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

務費等

塞舌爾公司 (Seychelles)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5,600 港元，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1,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美元)費用已包括註冊地

址，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付加中文名稱

另收費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16 個工作天 

註冊成塞舌爾斯公司優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其中一個最低維護費用的公司 

享有高度的隱密性，公司股東名冊完全不對外公開  

不需核數師報告，只需保留資料反映經濟狀況即可 

如非在塞舌爾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在外地經營所得利潤無須交利得稅，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後續服務簡單 

塞舌爾是政治、經濟和貿易環境非常穩定的地方 

公司註冊證書及章程均可印上中文名稱，並且具法律效力  

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5,0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塞舌爾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

務費等



薩摩亞公司 (Samoa)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6,500 港元，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1,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美元)費用已包括註冊地

址，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附加中文名稱

另收費 

請聯絡我們以取得現成公司名單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24 個工作天，現成殼公司需時約 4 天 

註冊成立薩摩亞公司優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對需要成立較大註冊資本公司的人士為較佳選擇 

享有高度的隱密性，公司股東名冊完全不對外公開  

不需核數師報告，只需保留資料反映經濟狀況即可 

如非在薩摩亞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在外地經營所得利潤無須交利得稅，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後續服務簡單 

薩摩亞是政治、經濟和貿易環境非常穩定的地方 

公司註冊證書及章程均可印上中文名稱，並且具法律效力  

http://www.sunchiap.com.hk/l_t/contact.htm


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6,5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薩摩亞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

務費等

開曼群島公司 (Cayman)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17,800 港元，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50,000 股(每股面值 1 美元或無面值)費用已包

括註冊地址，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15 個工作天 

註冊成開曼群島 公司優點和特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可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可用中文名稱 

開曼群島政府豁免對公司徵稅 

公司股東名冊完全不對外公開 

開曼群島的政治、法律及經濟環境均已發展至十分成熟 

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14,8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開曼群島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年費及周年秘書

服務費等 

其他費用: 

客戶申請開設銀行戶口時，銀行或會要求出示 "董事在職證明(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我們可以

代辦，費用為 3,000 港元



美國特拉華州公司 (Delaware)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7,000 港元，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3,000 股(無面值)費用已包括註冊地址，代理費

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10 個工作天 

註冊美國特拉華州公司優點和特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在美國深受歡迎, 有 70%以上的美國上市公司是在當地註冊 

享有高度的隱密性，公司受益人資料不對外公開 

不需在當地保存公司的帳目及資料 

等拉華州不收取離岸, 如非在該處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後續服務簡單  

特拉華州的政治、法律及經濟環境均已發展至十分成熟 

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5,0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特拉華州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特許經營稅及周年

秘書服務費等 

其他費用: 

客戶申請開設銀行戶口時，銀行或會要求出示 "董事在職證明(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我們可以

代辦，費用為 1,000 港元

杜拜公司 (Dubai)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 78,000 港元，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100 股(每股面值 1 美元)費用已包括註冊地址，

代理費用和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大約為 24 個工作天 

註冊成杜拜公司優點和特點 

可於香港及各國開立銀行帳戶 

對和伊斯蘭世界為主要貿易為主的人士為較佳選擇 



享有高度的隱密性，公司股東名冊完全不對外公開  

不需核數師報告，只需保留資料反映經濟狀況即可 

如非在杜拜經營業務，可完全免稅 

可以公司名義買賣物業 

在外地經營所得利潤無須交利得稅，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後續服務簡單 

可在公司註冊證書和章程上印上中文名稱，但不具法律效力  

服務內容: 

公司註冊證書 

公司組織大綱及組織細則 

公司股票 

原子膠圖章 

金屬鋼印鑒 

公司法定之股東、董事、秘書資料 

公司記錄冊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55,0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杜拜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

務費等



澳門公司 (Macao)

成立費用: 

我們收取的費用為$12,800 港元, 公司註冊股數預設為 25,000 股(每股面值 1 澳門元)。上述費用已包括

首年的註冊地址，收發政府信件, 提供電話, 傳真, 報稅及政府牌費(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運費及行政費) 

註冊所需時間: 

註冊所需時間約 8 個工作天 

註冊成澳門離岸公司優點和特點 

可於澳門及香港開立銀行帳戶 

經營範圍沒有限制 

澳門的稅制寬鬆 

澳門有自己獨特的公司管理的制度，不像大陸公司一樣需要定期的年審 

在澳門經營公司，通常只有兩種稅交納：

1) 是營業稅（類似於香港的商業登記費）；

2) 是所得稅，有所得，才交稅。稅率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二（但澳門是本地稅制，即產生於澳門

本地的利潤才需要納稅, 離岸經營

收稅）

服務內容: 

商業登記正本一份 

納稅證明(M1)一份 

公章及財務章各一枚 



章程十份 

原子印一枚 

股東清單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董事）清單 

周年維護費用: 

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 7,000 港元。費用已包括在澳門的註冊地址年費，政府註冊費及周年秘書服務

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