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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亞洲區內吸引外來直接投資表現最佳的經濟

體系，憑藉穩健的金融系統、世界一流的基礎建

設、高透明度的監管機構、獨立的司法制度、全面

開放的自由貿易市場、以及低稅率等多方面優勢，

盡得天時地利，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最佳平臺。

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於 2003 年

6 月 29 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 CEPA）。CEPA 不僅為香

港本地公司、外商以及個人投資者進軍內地提供商

機，同時也為內地企業利用香港優勢進軍國際市場

創造條件。

為了促進和規範境外投資，提高境外投資便利化

水平，國家商務部於 2014 年 9 月 6 日發佈了《境外

投資管理辦法》，為有意從事對外投資的企業提供

了極大的便利。為使內地企業更加準確地瞭解規定

內容及在港開辦企業的程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投資推廣署聯同國家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

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

部貿易處，共同編印了《手把手助內地企業投資香

港》手冊，希望能對內地企業在辦理內地核准、備

案手續及在港註冊登記等相關手續方面有所幫助。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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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投資推廣署
香港投資推廣署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屬下部門，專責

為香港促進外來直接投資。本署為外來投資者提供有關

香港經濟環境及投資形勢的最新信息，協助投資者作出

明智的商業決策。當企業決定進駐香港或計劃擴充在港

業務，投資推廣署可提供有關開業實務的支持服務，如

公司註冊、商業登記、行業執照、商標註冊、工作簽

證、招聘員工、辦事處選址等。此外，投資推廣署亦為

在港投資的企業建立商業網絡，安排與各政府部門、機

構及商會建立聯繫。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主要職能是擬訂並執行對

外經濟合作政策，依法管理和監督對外承包工程、對外

勞務合作等對外經濟合作工作，制定中國公民出境就業

管理政策，負責牽頭外派勞務和境外就業人員的權益保

護工作，擬訂境外投資的管理辦法和具體政策，依法核

准、備案境內企業對外投資開辦企業（金融企業除外）。

承擔對外直接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統計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

處於 1994 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是國家商務部的派駐

機構，接受國家商務部和中聯辦的雙重領導，專責兩地

經貿有關事宜。主要職能是：加強與特區政府有關部門

及工商界的溝通與合作，促進兩地經貿事業協調發展；

重點協助國家商務部等內地政府部門，加強與特區政府

部門的聯絡；參與兩地政府 CEPA 聯合指導委員會、

CEPA 的磋商及落實等事務；促進內地與香港經貿合

作，參與組織兩地經貿交流活動，提供經貿政策和信息

咨詢，為兩地工商企業開展經貿合作、參與“一帶一路”

合作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提供支持與服務。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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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企業投資香港流程圖

向商務部提出申請
（所需材料見附件一）

申請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商務部應當在3個工作日內一次告知 

申請企業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

申請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省級商務主管部門應當在 

3個工作日內一次告知申請企業 
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

商務部收到省級 
商務主管部門的初步審查意見後， 

應當在15個工作日內做出 
是否予以核准的決定。

省級商務主管部門應當在受理地方 
企核准申請後對申請是否涉及第四條
（見注 2）所列情形進行初步審查， 

並在 15 個工作日內 [ 包含征求 
駐外使（領）館（經商處室）意見時間 ]

將初步審查意見和全部申請材料 
報送商務部。

商務部或省級商務主管部門 
應當自收到《備案表》之日起 
3個工作日內予以備案並頒發 

《企業境外投資證書》。企業不如實、
完整填報《備案表》的，商務部或 

省級商務主管部門不予備案。

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通過商務部 
“對外投資合作信息服務系統”按要求

填寫並打印《境外投資備案表》（以下 
簡稱《備案表》），加蓋印章後，連同企
業營業執照復印件、對外投資設立企
業或並購的章程（合同、協議）等有 

關補充材料提交商務部或省級商務主
管部門備案。中央企業由商務部備案， 
地方企業由各地方商務主管部門備案。

通過所在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 
向商務部提出申請材料 
（所需材料見附件一）

中央企業

核准管理

赴港開展涉及第六條規定情形（見注1）的境外投資 *

 備案管理

赴港開展其他情形境外投資 *

商務部應當在受理中央企業核准 
申請後 20 個工作日內 [ 包含征求 

駐外使（領）館（經商處室）意見時間 ]

決定是否予以核准的決定。 
對予以核准的境外投資， 商務部 

出具書面核准決定並頒發 
 《企業境外投資證書》。

企業獲得《企業境外投資證書》後，持證書到外匯管理等有關部門辦理相關手續

把投資款項匯到香港銀行賬戶

地方企業 中央企業或地方企業

注1： 第六條規定，企業境外投資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實行核准
管理 ; 

（一） 實行核准管理的國家是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建交的國家、受聯合
國制裁的國家。 

（二） 實行核准管理的行業是指涉及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限制出口的產品
和技術的行業、影響一國（地區）以上利益的行業。

 

注2： 第四條規定，企業境外投資不得有以下情形：
（一） 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或違反中華

人民共和國法律法規；
（二） 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地區）關係；
（三）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議；
（四） 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出口的產品和技術。

* 境外投資：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的企業（以下簡稱企業）通過
新設、並購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擁有非金融企業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業的所有
權、控制權、經營管理權等權益的行為。

 具體內容請參見《境外投資管理辦法》 （商務部2014年第3號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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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透過公司註冊處網上查冊中心（www.icris.cr.gov.hk）、 
公司查冊流動版服務（www.mobile-cr.gov.hk）或 
親身到公司註冊處查核擬用的公司名稱是否可用

透過公司註冊處「註冊易」網站（www.eregistry.gov.hk）或
「CR 交表易」流動應用程式（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以電子形式；或到公司註冊處以 
印本形式交付成立香港有限公司的有關文件及所須費用

 （見附件三、五、六）。

若核准，公司會獲發「公司註冊證明書」
及「商業登記證」（見注3）。

香港有限公司成立

開立銀行賬戶
（一般所需文件，見附件四）香港銀行 

賬戶成立

• 租賃辦公室
• 聘用香港員工
• 申請調派內地員工

將有關註冊文件報商務部、 
國務院港澳辦備案，並向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報到登記

從中介機構如香港會計師、律師或秘書公司購買一間 
已註冊成立的空殼公司並代辦：
1. 更改公司股東
2. 更改董事及公司秘書（若需要的話） *
3. 更改公司名稱（若需要的話） *
* 選用適當的指明表格（附件六）（註 : 公司可透過公司註冊處「註冊易」網站 
 （www.eregistry.gov.hk） 或「CR 交表易」流動應用程式（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以電子形式 ; 或到公司註冊處以印本形式交付 
 表格申報有關資料的更改。）

若需辦理更改公司名稱，公司須通過特別決議，並在特別
決議通過後15日內透過公司註冊處「註冊易」網站 

（www.eregistry.gov.hk）或「CR 交表易」流動應用程式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 以電子形式；

或到公司註冊處以印本形式交付指明表格 NNC2 「更改 
公司名稱通知書」及所須費用（見附件五、六）。

若核准，公司會獲發「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見注3）。

商業登記署會於「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發出後的下一個 
工作日向公司發出已更新的「商業登記證」。

籌辦開業事宜

成立新公司 購買現有空殼公司

注3： 經網上交付申請成立公司，或經網上交付申請更改公司名稱，一般會於
1小時內獲發有關證明書。如以印本形式交付申請，發出有關證明書一
般需時4個工作日（不包括交付文件當日）。

成立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cris.cr.gov.hk
http://www.mobile-cr.gov.hk
http://www.eregistry.gov.hk
http://www.eregistry.gov.hk
http://www.eregistry.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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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業務或內部調配的需要，內地企業可派員來港

工作以配合業務發展。香港歡迎內地各省市人士因

公或因私訪港。在留港期間，可進行合法的商務活

動，如商談及簽訂合約。

I. 因公訪港
內地因公人員如欲來港旅遊，應就其來港目的向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申請簽發《因公往來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通行證》和相關的赴港簽注。

II. 商務旅遊
內地居民如欲以私人身份來港經商，必須持有由內

地公安機關所簽發的《往來港澳通行證》和可供1次

或多次往來的有效「商務」簽注。逗留期間，可進

行商務活動，包括從事商務、科技考察活動等，但

不得從事有薪或無薪的工作。

III. 來港工作
因公來港工作的人員及內地因公派往駐港國營或合

資企業 ／機構工作的人員，應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或獲授權的省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申領工作

簽注。

輸入勞工
雇主須首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的補充勞

工計劃申請辦事處遞交申請及取得原則上批准。在

取得原則上批准後，雇主須在原則上批准通知書上

所訂期限內，安排其每名准僱員向入境事務處遞交

入境簽證／進入許可申請。若未能在限期內提交入

境簽證／進入許可申請，該項原則上批准即會自動

失效。

內地人士來港入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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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旨在吸引一些具有認可資歷的

內地優秀人才和專業人才來香港工作，以滿足本港

人才的需要，提高香港特區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這些內地人才必須具備香港特區所需而又缺乏的特

別技能、知識或經驗。輸入的人才必須能為本地企

業的日常運作及有關的行業作出貢獻，以促進香港

特區的經濟發展。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並無配額限制，亦不限行業。

所有申請必須由受聘人的雇主提出，而有關雇主必

須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申請如獲批准，入境事務

處會簽發來港工作進入許可標籤，由在港的雇主領

取後轉交受聘人。受聘人必須向備存其戶口登記記

錄的公安局辦事處申領因私《往來港澳通行證》和

適當的赴港簽注。入境事務處在收到所有所需文件

後，一般需時四星期處理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

港就業的進入許可的申請。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是一項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

旨在透過快速處理安排，供合資格科技公司／機構

申請輸入非本地科技人才到香港特區從事研發工

作。合資格科技公司／機構須先申請配額，獲創新

科技署發出配額的公司／機構可相應地於為期六個

月的配額有效期內為合資格人士申請工作簽證／進

入許可。科技公司／機構亦須符合增聘本地人才從

事科技相關工作的規定。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以非本地學生身份來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課程

而獲得學士學位或更高資歷的內地居民，可根據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申請留港／回

港工作。申請人如在畢業日期（即畢業證書所載日

期）起計的六個月內遞交在港就業申請，屬於應屆

非本地畢業生類別；而在畢業日期起計的六個月後

遞交回港就業申請的申請人，則屬於回港非本地畢

業生類別。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並無配額限制，

亦不限行業。

有關詳情，請與投資推廣署代表聯繫。

IV. 來港定居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是一項設有配額的移民吸納計

劃，旨在吸引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藉以提

升香港的競爭力。獲批准的申請人無須在來港定居

前先獲得本地雇主聘任。所有申請人均必須首先符

合基本資格的要求，才可根據計劃所設兩套計分制

度的其中一套獲取分數，與其他申請人競爭配額。

兩套計分制度分別是「綜合計分制」和「成就計分

制」。



附件三：向香港公司註冊處申請 
成立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所須交付的
文件

（一） 指明表格 NNC1「法團成立表格（股份有限 

公司）」；

（二） 擬註冊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的文本；及

（三） 致商業登記署通知書 （IRBR1）。

指明表格NNC1「法團成立表格（股份有
限公司）」

（一） 在表格正確地述明擬用的公司名稱 ※

1. 可單獨註冊英文或中文名稱，亦可同時註冊1個

英文及1個中文名稱

2. 公司的英文名稱必須以“Limited”結尾，中文名

稱則必須以“有限公司”結尾

3. 公司名稱不可以英文字母和中文字組合而成

4. 公司的中文名稱必須採用繁體字，並可在《康熙

字典》或《辭海》字典及 ISO10646 國際編碼標

準內找到（公司的中文名稱會以新細明體打印在

「公司註冊證明書」上。）

※ 注：在公司註冊成立之前，公司註冊處處長會審核擬
用的公司名稱，但該名稱是否與另一個已註冊的
公司名稱「太過相似」則一般並不會在考慮之列。 
因此，申請人應慎重考慮擬用的公司名稱會否與現
有的公司名稱「太過相似」，以致在公司註冊成立後
被投訴，以及會否因此而鬚根據處長髮出的指示更
改公司名稱。為公司的利益著想，採用的公司名稱
必須與任何商標沒有抵觸，並且與載於處長備存的 

《公 司 名 稱 索 引 》內 的 其 它 名 稱 有 足 夠 的 區 別。 
同時，申請人亦應查閱知識產權署備存的商標註冊
紀錄冊（http://ipsearch.ipd.gov.hk），此舉既可盡量
避免處長向公司發出更改公司名稱的指示，更可減
低因假冒或侵犯商標行為而出現的訴訟風險。

附件一：向商務部及內地省級主管
部門申請赴港投資開辦企業申請 
境外投資核准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 申請書，主要包括投資主體情況、境外企業

名稱、股權結構、投資金額、經營範圍、經

營期限、投資資金來源、投資具體內容等；

（二） 《境外投資申請表》，企業應當通過商務部 

 “對外投資合作信息服務系統”按要求填寫打 

 印，並加蓋印章；

（三） 境外投資相關合同或協議；

（四） 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所涉的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限制出口的產品或技術准予出口的材料；

（五） 企業營業執照復印件；及

（六） 境外投資真實性承諾書。

附件二：辦理境外直接投資外匯 
登記
為進一步深化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改革，促進和便利

企業跨境投資資金運作，規範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業

務，提升管理效率，國家外匯管理局於2015年2月

13日取消了境外直接投資項下外匯登記核准（《國家

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

理政策的通知》匯發［2015］13號），改由銀行按照

通知及所附《直接投資外匯業務操作指引》直接審

核辦理境外直接投資項下外匯登記，國家外匯管理

局及其分支機構通過銀行對直接投資外匯登記實施

間接監管。企業可直接向銀行咨詢及辦理境外直接

投資外匯登記。

8

附件

http://ipsearch.i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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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表格正確地述明公司在香港的註冊辦事處

地址、股本、創辦成員、董事和公司秘書等

等的資料；董事如屬自然人，申報的地址必

須是通常的住址。公司秘書如屬自然人，須

通常居於香港，但只須申報其在香港的通訊

地址；

※ 注：私人股份有限公司須有最少一名董事為自然人。公眾 
公司須有最少 2 名董事，亦不能委任法團董事。

（三） 如果簽署法團成立表格的創辦成員亦是董

事，他必須簽署表格 NNC1內的「出任董事

職位同意書」。其他董事可簽署表格內的同意

書，或在公司註冊成立為法團的日期後15日

內交付指明表格 NNC3「出任首任董事職位同

意書」登記；

（四） 確保表格 NNC1已由一名名列表格內的創辦

成員簽署；及

（五） 提供文件提交人的資料。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一） 股份有限公司必須述明：

 •公司的名稱（須與表格 NNC1「法團成立表格 

 （股份有限公司）」內所述的公司名稱一致）

 •成員的法律責任是有限的

 •成員的法律責任，是以該等成員所持有的股 

 份的未繳款額為限的

 •股本及最初的股份持有情況（公司組成時）

 •創辦成員認購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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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內容可參照香港法例第622H 章《公司

（章程細則范本）公告》的附表1或2訂明供公

眾或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採納的章程細則范本。

如以電子形式交付申請，可採用公司註冊處

製備供私人及公眾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三款

組織章程細則樣本的其中一款

（三） 必須由所有創辦成員簽署，但只須交付一份

章程細則的文本，交付的文本無需包括創辦

成員的簽名

（四） 段落須順序編號

致商業登記署通知書（IRBR1）

在一站式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服務下，任何人申請

成立本地有限公司，即會被視作已同時提出商業登

記的申請。向公司註冊處申請成立本地有限公司

時，必須同時交付致商業登記署通知書（IRBR1），

以及一並繳付訂明的商業登記費及用於破產欠薪保

障基金的征費。

附件四：香港公司開設銀行賬戶所
需提交文件
香港公司開設銀行賬戶需出示以下文件的正本或由

註冊律師、會計師或公司董事簽署驗證的副本。所

需文件可能因個別銀行而異。

（一） 公司註冊證明書；

（二）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三） 公司商業登記證； 

（四） 公司董事會決議開設銀行賬戶及授權某董事

操作銀行賬戶的記錄；及

（五） 授權董事的身份證明文件包括通行證件及入

境簽注。

附件五：香港所須收費一覽表

公司註冊處

成立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費用 港幣1,720元（如申請不獲批准，
可申請退回港幣 1,425 元）

香港有限公司更改名稱

港幣 295 元 
（如更改公司名稱不獲批淮，可申請退回港幣 55 元）

商業登記署

一年有效期： 總行業務 
（港幣）

分行業務 
（港幣）

商業登記費 2,000 73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征費 250 250

總額 2,250 323

三年有效期： 總行業務 
（港幣）

分行業務 
（港幣）

商業登記費 5,200 189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征費 750 750

總額 5,950 939

以上各項收費均以有關部門最新公佈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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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常用表格一覽表

公司註冊處

所有公司註冊處指明表格及致商業登記署通知書

（IRBR1）可於公司註冊處網頁（www.cr.gov.hk）的 

「表格」— 「指明表格」一欄下載。公司註冊處已推

出全面電子提交文件服務。登記用戶可以透過公司

註冊處「註冊易」網站（www.eregistry.gov.hk）以 

電子形式向公司註冊處處長交付成立公司的申請、

指明表格及相關文件。「註冊易」的登記用戶亦可透

過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的「CR 交

表易」流動應用程式，以電子方式成立公司及交付

部份較常用的電子錶格。你亦可以印本形式郵遞或

親身到公司註冊處交付文件及所須費用（如適用）。

常用表格包括以下：

法團成立表格（股份有限公司） （表格 NNC1）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NNC1_fillable.pdf

出任首任董事職位同意書 （表格 NNC3）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NNC3_fillable.pdf

更改公司名稱通知書 （表格 NNC2）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NNC2_fillable.pdf

註冊辦事處地址更改通知書 （表格 NR1）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NR1_fillable.pdf

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通知書 （委任／停任） 

（表格 ND2A）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ND2A_fillable.pdf

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詳情通知書 （表格 ND2B）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ND2B_fillable.pdf

周年申報表 （表格 NAR1）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NAR1_fillable.pdf

致商業登記署通知書 （IRBR1）  

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

IRBR1_fillable.pdf

香港入境事務處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表格（中文及英文版） 

www.immd.gov.hk/pdforms/ID990A.pdf  

（由申請人填寫）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表格（中文及英文版） 

www.immd.gov.hk/pdforms/ID990B.pdf  

（由聘用公司填寫）

填表須知（中文版）  

www.immd.gov.hk/pdforms/ID(C)991.pdf

填表須知（英文版）  

www.immd.gov.hk/pdforms/ID(E)991.pdf

以上表格亦可在投資推廣署索取。投資推廣署

亦可協助辦理申請、註冊及登記等手續，歡迎

查詢。

http://www.cr.gov.hk
http://www.eregistry.gov.hk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NC1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NC1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NC3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NC3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NC2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NC2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R1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R1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D2A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D2A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D2B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D2B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AR1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NAR1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IRBR1_fillable.pdf
http://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IRBR1_fillable.pdf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990A.pdf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990B.pdf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C)991.pdf
http://www.immd.gov.hk/pdforms/ID(E)9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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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商務部對外經濟合作司
電話：（86） 10 6519 7482 
傳真：（86） 10 6519 7992 
網址：hzs.mofcom.gov.cn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電話：（86） 10 6857 9977 
傳真：（86） 10 6857 6639 
網址：www.hmo.gov.cn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 
貿易處
電話：（852） 2519 0199 
傳真：（852） 2824 4395 
網址：hk.mofcom.gov.cn

國家外匯管理局
電話：（86） 10 6840 2252 
傳真：（86） 10 6840 2253 
網址：www.safe.gov.cn

海關總署
電話：（86） 10 6519 4114 
傳真：（86） 10 6519 4004 
網址：www.customs.gov.cn

內地有關部門聯絡表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外經貿商務廳、局

北京市商務局
電話：（86）10 8915 0501 
傳真：（86）10 5557 9779

天津市商務局
電話：（86）22 5866 5523 
傳真：（86）22 2332 0390

上海市商務委員會
電話：（86）21 2311 0779 
傳真：（86）21 6275 1602

重慶市商務委員會
電話：（86）23 6266 1008 
傳真：（86）23 6769 8458

河北省商務廳
電話：（86）311 8790 9361 
傳真：（86）311 8790 9710

山西省商務廳
電話：（86）351 773 1455 
傳真：（86）351 773 1242

內蒙古自治區商務廳
電話：（86）471 694 5535 
傳真：（86）471 661 0376

遼寧省商務廳
電話：（86）24 8689 2298   
 轉 7000 
傳真：（86）24 8689 3858

大連市商務局
電話：（86）411 8369 8000 
傳真：（86）411 8368 6426

吉林省商務廳
電話：（86）431 8562 7011 
傳真：（86）431 8562 4772

黑龍江省商務廳
電話：（86）451 8264 3146 
傳真：（86）451 8262 3585

江蘇省商務廳
電話：（86）25 5771 0000 
傳真：（86）25 5771 2072

浙江省商務廳
電話：（86）571 8705 0911 
傳真：（86）571 8705 6009

寧波市商務局
電話：（86）574 8938 7181 
傳真：（86）574 8938 7184

安徽省商務廳
電話：（86）551 354 0029
傳真：（86）551 283 1272

福建省商務廳
電話：（86）591 8785 3616
傳真：（86）591 8785 6133

廈門市商務局
電話：（86）592 530 2589
傳真：（86）592 530 2666

江西省商務廳
電話：（86）791 8624 6270
傳真：（86）791 8626 2769

山東省商務廳
電話：（86）531 8901 3333
傳真：（86）531 8901 3777

青島市商務局
電話：（86）532 8591 8108
傳真：（86）532 8383 6036

河南省商務廳
電話：（86）371 6357 6339
傳真：（86）371 6394 5422

湖北省商務廳
電話：（86）27 8577 1146
傳真：（86）27 8577 3668

湖南省商務廳
電話：（86）731 8228 7060
傳真：（86）731 8229 5160

廣東省商務廳
電話：（86）20 3880 2165
傳真：（86）20 3880 2219

深圳市商務局
電話：（86）755 8812 7577
傳真：（86）755 8810 2027

廣西壯族自治區商務廳
電話：（86）771 559 5523
傳真：（86）771 559 5516

http://www.hzs.mofcom.gov.cn
http://www.hmo.gov.cn
http://www.hk.mofcom.gov.cn
http://www.safe.gov.cn
http://www.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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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署 
總部辦事處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 
東昌大廈24樓
電話：（852） 3107 1000
傳真：（852） 3107 9008
電郵：enq@investhk.gov.hk
網頁：www.investhk.gov.hk

廣州投資推廣組
廣州市天河北路233號 
中信廣場71樓7101室
郵政編號：510613
電話：（86） 20 3891 1220     
 分機 201
傳真：（86） 20 3891 1221

香港有關部門聯絡地址、電話一覽

海南省商務廳
電話：（86）898 6520 3096 
傳真：（86）898 6520 3011

四川省商務廳
電話：（86）28 8322 2372
傳真：（86）28 8322 4675

貴州省商務廳
電話：（86）851 855 5508
傳真：（86）851 866 5170

雲南省商務廳
電話：（86）871 321 0089
傳真：（86）871 313 9182

西藏自治區商務廳
電話：（86）891 683 9337
傳真：（86）891 683 5733

陝西省商務廳
電話：（86）29 8729 1591
傳真：（86）29 8729 1618

甘肅省商務廳
電話：（86）931 861 7598
傳真：（86）931 861 8083

青海省商務廳
電話：（86）971 632 1729
傳真：（86）971 632 1712

寧夏回族自治區商務廳
電話：（86）951 504 4501
傳真：（86）951 504 4239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商務廳
電話：（86）991 285 5575
傳真：（86）991 286 0255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商務局
電話：（86）991 289 6425
傳真：（86）991 289 6457

北京投資推廣組
北京市西城區 
地安門西大街71號
郵政編號：100009
電話：（86） 10 6657 2880     
 分機 865
傳真：（86） 10 6657 2062

成都投資推廣組
成都市鹽市口順城大街8號 
中環廣場1座38樓
郵政編號：610016
電話：（86） 28 8676 8303
傳真：（86） 28 8676 8300

上海投資推廣組
上海市黃浦區西藏中路168號 
都市總部大樓21樓
郵政編號：200001
電話：（86） 21 6351 2233     
 分機 121
傳真：（86） 21 6351 9368

武漢投資推廣組
武漢市江漢區建設大道568號 
新世界國貿大廈1座4303室
郵政編號：430022
電話：（86） 27 6560 7354 
傳真：（86） 27 6560 7301 

公司註冊處 
 （辦理註冊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道66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14樓
電話：（852） 2867 2587
傳真：（852） 2526 9843
咨詢熱線：（852） 2234 9933
電郵：crenq@cr.gov.hk
網址：www.cr.gov.hk
網上查冊中心：www.icris.cr.gov.hk 
公司查冊流動版服务： 
www.mobile-cr.gov.hk

「註冊易」：www.eregistry.gov.hk 

香港入境事務處優秀人才
及內地居民組（辦理申請
調派內地員工到港工作）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號 
入境事務大樓6樓
電話：（852） 2824 6111
傳真：（852） 2877 7711
網址：www.immd.gov.hk

香港稅務局商業登記署 
 （辦理商業登記）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 
稅務大樓4樓
電話：（852） 2594 3149
傳真：（852） 2824 1482
查詢熱線：（852） 187 8088
網址：www.ird.gov.hk/chs/tax/ 
 bre.htm

http://www.investhk.gov.hk
http://www.cr.gov.hk
http://www.icris.cr.gov.hk
http://www.mobile-cr.gov.hk
http://www.eregistry.gov.hk
http://www.immd.gov.hk
http://www.ird.gov.hk/chs/tax/bre.htm
http://www.ird.gov.hk/chs/tax/bre.htm


1. 什麼類型的企業可以到港投資？
 國家鼓勵和支持境內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積

極穩妥開展境外投資，但屬於限制開展或禁止

開展的境外投資除外。房地產、酒店、影城、

娛樂業、體育俱樂部以及在境外設立無具體實

業項目的股權投資基金或投資平台，屬於限制

開展的境外投資，企業到港投資需經境外投資

主管部門核准。

2 . 內 地 企 業 可以在 港 從 事 何 種 
業務？

 內地企業在港開辦企業可以從事貿易、工程承

包、勞務合作、生產製造、交通運輸、旅遊、

服務、研發、投資、科技等業務。

3. 內地企業可以以何種方式在港
開辦企業？

 內地企業在港開辦企業的方式包括：新設（獨

資、合資、合作等）、收購、兼併、參股、注

資、股權轉換等。

4. 哪些部門是內地企業到港投資
的核准機關？

 商務部及其授權的省級商務主管部門為內地企

業到港投資的核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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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核 准 機 關 不予核 准 的 標 準 是 
什麼？

 核准機關對企業申請不予核准的標準是：

 （一） 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社

會公共利益，或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法規；

 （二） 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地區）

關係；

 （三）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

條約、協定；及

 （四） 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出口的產品和 

技術。

6. 內地企業在港營商需申請什麼 
牌照或登記？

 除流程圖所述的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外，若干

行業需申請相關牌照如餐飲牌照或工廠登記

等，企業可聯繫投資推廣署查詢有關詳情。

7. 多個內地投資者共同進行一項對
外投資，如何辦理境外投資核准
手續？

 兩個以上企業共同開展境外投資的，應當由相

對大股東在征求其他投資方書面同意後辦理備

案或申請核准。如果各方持股比例相等，應當

協商後由一方辦理備案或申請核准。如投資方

不屬同一行政區域，負責辦理備案或核准的商

務部或省級商務主管部門應當將備案或核准結

果告知其他投資方所在地商務主管部門。

常見問題



8. 境外投資未獲批准可以匯出前
期費用嗎？

 境外直接投資前期費用是指境內機構在境外投

資設立項目或企業前，需要向境外支付的與境

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一） 收購境外企業股權或境外資產權益，按項

目所在地法律規定或出讓方要求需繳納的

保證金；

 （二） 在境外項目招投標過程中，需支付的投標

保證金；

 （三） 進行境外直接投資前，進行市場調查、租

用辦公場地和設備、聘用人員，以及聘請

境外中介機構提供服務所需的費用；及

 （四） 為境外分支、代表機構等非獨立核算機構

購買境外房產。

 境外直接投資前期費用匯出，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 《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業務申請表》；

 （二） 營業執照和組織機構代碼證；及

 （三） 有關費用真實性證明材料。

 境外直接投資前期費用辦理原則：

 （一） 境內機構（含境內企業、銀行及非銀行金

融機構，下同）匯出境外的前期費用，累

計匯出額原則上不超過 300萬美元且不

超過中方投資總額的15%

 （二） 境內機構匯出境外的前期費用，可列入其

境外直接投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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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銀行通過外匯局資本項目信息系統為境內

機構辦理前期費用登記手續後，境內機構

憑《業務登記憑證》直接到銀行辦理後續

資金購付匯手續

 （四） 境內投資者在匯出前期費用之日起6個月

內仍未設立境外投資項目的，應向註冊地

銀行報告其前期費用使用情況並將剩餘資

金退回。如確有客觀原因，開戶主體可提

交說明函向原登記銀行申請延期，經銀行

同意，6個月期限可適當延長，但最長不

得超過 12個月

 （五） 如確有客觀原因，前期費用累計匯出額超

過300萬美元或超過中方投資總額15%

的，境內投資者需提交說明函等相關資料

至註冊地外匯局申請（外匯局按個案業務

集體審議制度處理，並在所在地外匯局辦

理前期費用登記）



本出版物包含的資訊僅供參考之用。雖然投資推廣署已力求資訊內容正確無誤，但本署對該等資料不會就任何錯誤、遺漏、或錯誤陳述或失實陳述（不論明示或默示的）承擔任何責
任。對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有關資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毀壞或損害），投資推廣署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義務或責任。
你有責任自行評估此出版物的所有資料，並須加以核實，以及在根據該等資料行事之前徵詢獨立意見。投資推廣署沒有對任何內容作出認可，也不表示投資推廣署推薦任何公司或
供應商。



關注我們

手把手
助內地企業
投資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
東昌大廈24樓

（852）3107 1000
enq@investhk.gov.hk

© 2020年2月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20
20
02

C

M

Y

CM

MY

CY

CMY

K

StepbyStep_General_Cover_Feb20.ai   1   3/2/2020   上午1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