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冊香港有限公司專業服務申請表 
Hong Kong Limited Company Registr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Form 

星號(*)為必填欄位 Fields with an asterisk (*) are required. 

成立方法 Incorporation Method 

☐ 全新有限公司
Tailor Made Limited Company

☐ 現成有限公司
Shelf Limited Company

請選擇其中一項 
Please select one item 

擬註冊公司名稱 Proposed Company Name 

第一選擇*

First Choic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第二選擇 
Second Choic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註冊資本 Registered Capital 

註冊資本*

Registered Capital*

☐ HK$10,000 ☐ 自定為 HK$

每股為港幣 1 元。任何一間持股的有限公司所持股本最少為港幣 1 元。 
HK$1 for each share. The minimum share capital for any companies limited by shares must be HK$1. 

股東資料 Shareholder's Information 
申請人身份*

Applicant's Position*
☐ 股東（自然人） 

Individual Shareholder
☐ 股東（法人） 

Individual Shareholder
持股量* 
No of Shares* 

姓名／公司名稱* 
Name / Company Nam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住宅地址／公司註冊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 
Registered Address*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fill in English

申請人身份 

Applicant's Position 
☐ 股東（自然人） 

Individual Shareholder
☐ 股東（法人）

Individual Shareholder
持股量
No of Shares 

姓名／公司名稱 
Name / Company Nam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公司職員使用 Office Use 

客戶編號 

負責同事 

有限公司 

Limited 

有限公司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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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住宅地址／公司註冊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 
Registered Address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fill in English 

申請人身份 

Applicant's Position 
☐ 股東（自然人） 

Individual Shareholder
☐ 股東（法人） 

Individual Shareholder
持股量* 
No of Shares* 

姓名／公司名稱
Name / Company Nam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住宅地址／公司註冊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 
Registered Address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fill in English 

董事資料  Director's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fill in English 

姓名 
Nam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fill in English 

註冊地址 Registered Address 

註冊香港地址*

Registered Address in Hong Kong*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fill in English 

☐ 本公司提供註冊地址服務，每月收費港幣 100 元起，如有需要請勾選此選項。
We provide registered office address service, charge from HK$100 per month, if needed, please check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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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Company Secretary's Information 

☐ 贈送首年公司秘書服務
Free Company Secretary Service for the first year

☐ 閣下所指定之公司或個人
Appointed person or company

 請選擇其中一項 
Please select one item 

姓名／公司名稱 
Name / Company Name 

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住宅地址／公司註冊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 
Registered Address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fill in English 

本人同意以上資料交由香港會計師作為申請有限公司之用途，並同意其中一份公司章程作紀錄之用，亦明白有限公司之審核過程
與鑄博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無關。本人明白及接受在任何情況下，已繳交的費用是不可退回。 
I permit all information to be released to a third-party accounting firm for completing the registration. I understand that one set of 
Memorandum & Articles will be taken as a record and I underst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Limited Company Registration do 
not relate to Brilliant Wealth Management Limited. I also accept that the payment for this service is non-refundabl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本人核證以上資料均正確無誤： 
I certify that all information is true: 

簽署 
Signature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委託人姓名 
Customer's 
Name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o. 

Date 
日期 

附註
Remarks

個人資料搜集聲明：所有資料只用作成立有關公司之用，絕不會用作其他用途。 
Personal Information Statement: All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for establishment of the above company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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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限公司註冊服務計劃收費 
Hong Kong Limited Company Register Service Plan Information 

服務項目與文件 
Services and Document Provided 

商務計劃（P1） 
Business Plan (P1) 

優越計劃（P2） 
Premier Plan (P2) 

現成有限公司 
Shelf Limited Company 

所需時間 
Setup Time 

約 10 個工作天 
Approximately 10 woking days 

約 10 個工作天 
Approximately 10 woking days 

約 5 個工作天
Approximately 5 woking days 

無限次公司名稱查冊 
Unlimited company name search   現有名單選取 

Choose from the list 
準備及遞交公司註冊文件 
Prepare and submit company register 
documents 

  

申領公司註冊證書（CI） 
Company Incorporation Certificate
(CI) Application

  

銀行開戶文件 
Necessary documents for bank account 
setup 

免費 
Free 

免費 
Free 

免費 
Free 

香港註冊會計師簽發公司註冊文件核證
副本用作銀行開戶
CPA Citified True Copies of company 
incorporation documents for 
opening bank account 

免費（無限次） 
Free (Unlimited) 

免費（無限次） 
Free (Unlimited) 

免費（無限次） 
Free (Unlimited) 

申領商業登記證（BR）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BR) Application 

  

公司章程（M&A） 
Memorandum & Articles of Assoication 

20 本 
20 sets 

20 本 
20 sets 

20 本 
20 sets 

精美燙金綠盒 
Green-Box Set   
法定記錄冊 
Statutory Book   
公司股票簿 
Share Certificates Book   
公司鋼印 
Common Seal   
公司（簽名） 方印 
Cheque Chop   
公司圓印 
Pre-ink Circular Chop   
公司秘書服務 
Company Secretarial Services 

1 年 
1 year 

1 年 
1 year 

1 年 
1 year 

公司政府註冊地址和商業通訊地址服務 
Registerd Office Address Service 

無（每年 HK$1,200）
 N/A (HK$1,200 / year) 

1 年 
1 year 

無（每年 HK$1,200）
 N/A (HK$1,200 / year) 

全套公司註冊文件和綠盒寄送至香港、
中國、台灣、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 
Courier service of all documemts and 
green-box to Hong Kong, China, Macau, 
Taiwa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免費 
Free 

免費 
Free 

免費 
Free 

服務費 
Services Fee HK$2,530 HK$3,730 HK$2,530

政府收費－公司註冊證書 
Government Fee: CI Certificate HK$1,720 HK$1,720 HK$1,720

政府收費－商業登記證 
Government Fee: BR Certificate HK$2,250 HK$2,250 HK$2,250

合共（絕無其他隱藏收費） 
Total Fee (No hidden fees) HK$6,500 HK$7,700 HK$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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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香港有限公司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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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allwins.com 電郵：cs@allwins.com 

申請須知 

1. 公司名稱

 必須有英文公司名稱

 中英文翻譯需要正確，例如 Investment＝“投資”不是“發展”，有需要時幫助客戶翻譯

 公司名稱一定要有“LIMITED”、“有限公司”字眼，但不一定要有 “Company”，倘若客戶提供之公司

名稱太長，可以建議客戶只用“xxx Limited”

 可以的話要求客戶提供多幾個公司名稱（2  5 個），尤其是“好普遍”的名稱，並給予優先選名次序

2a. 股東及董事（自然人）資料 

 公司股東及董事分別最少一人，股東及董事可以是同一人，股東最少認購 1 股（HK$1）

 如果股東超過 1 名，股權必須加總為 100%

 申請表只預留 2 個資料，如果多個 2 個股東或董事，請在另一張紙填寫

 如國內姓名及住址，必須附有漢語拼音作為政府登記之用

 股東及／或董事需要提供：

i. 證明文件 如：香港身分證／護照副本 或 國內身分證

ii. 近三個月的住址證明，必須為水電費單或銀行月結單或信用卡月結單

以上文件是銀行開戶時，必須提供的 

2b. 股東（法人）資料 
如果股東不是自然人，需要提供： 

 營業執照（國內）／公司註冊證書（海外）

 營業地址（英文或漢語拼音）

 股東及董事名冊

 有時需要提供“集團架構”，必須提供到持有 10%股權以上的自然人，如最終持股人為上市公司，必須提供上

市公司名稱／上市編號及上市地區

3. 公司註冊／營業地址

 我們可以為客戶提供香港註冊及營業地址，費用為每月 HK$100，即首年註冊／營業地址費用為 HK$1,200，

如果不需要，請客戶自行提供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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