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電腦填寫此表格，儲存後電
郵form@startbusiness.hk
或傳真到 (852)28382830

E-Start Registrations Limited

創業易註冊有限公司

總行：香港柴灣祥利街29-31號國貿中心3 樓11室

分行：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88-690號嘉名工廠大廈A座6樓602室

電話：2838 2870 傳真：2838 2830

電話：2743 2302 傳真：2342 0738

電郵：info@startbusiness.hk

電郵：kln@startbusiness.hk

WhatsApp：9088 8466

本公司。

WhatsApp：9088 8468

APPLICATION FORM FOR REGISTRATION OF H.K. LIMITED COMPANY
註冊香港有限公司申請書 (AF-01)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此表格。

Applicant
申請人
Email
電郵
Contact Address
聯絡地址

Information of Applicant / Company 申請人/公司資料
Contact No. / WhatsApp
聯絡電話 / WhatsApp
Fax No.
傳真

Choosing the Service Plan 所選擇之服務計劃
 Incorporation of H.K. Limited Company 成立香港有限公司(連政府費用)
□ 經濟套裝 Economy Package (HK$3,970)
□ 特快套裝 Express Package (HK$4,470)
□ 公司秘書服務 Company Secretary Services (HK$800 per year 全年) －可選用 Optional
□ 精美綠盒 Company Kit (HK$500) －可選用 Optional
□ 註冊地址 Registered Office Address (HK$800) －可選用 Optional
本公司註冊地址服務, 可代收政府及銀行信件
Proposed Company Name 擬選用之公司名稱
Name in English
英文名稱
Name in Chinese
中文名稱
Name in English
英文名稱
Name in Chinese
中文名稱

Option
選擇1

Option
選擇2

Registered Office Address 公司註冊地址
□ Use our address as your registered office address 以本公司地址為貴公司註冊地址
✔

□ Use the following address as registered office address 以下列地址為貴公司註冊地址

Information of First Director(s) and / or Shareholder(s) 第一位董事 及/或 股東資料
Position
□ Director 董事 
□ Shareholder 股東 (Shareholding 股權 ______ %)
身份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H.K.I.D. / Passport No.
Nationality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國籍
BR No.
Company No.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司編號
Address
地址(*)

E-Start Registrations Limited

創業易註冊有限公司

總行：香港柴灣祥利街29-31號國貿中心3 樓11室

分行：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88-690號嘉名工廠大廈A座6樓602室

電話：2838 2870 傳真：2838 2830

電話：2743 2302 傳真：2342 0738

電郵：info@startbusiness.hk

電郵：kln@startbusiness.hk

WhatsApp：9088 8466

WhatsApp：9088 8468

註冊香港有限公司申請書 (AF-01) (第二頁)

Information of Second Director(s) and / or Shareholder(s) 第二位董事 及/或 股東資料
Position
□ Shareholder 股東 (Shareholding 股權 ______ %)
□ Director 董事 
身份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H.K.I.D. / Passport No.
Nationality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國籍
BR No.
Company No.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司編號
Address
地址(*)
Information of Third Director(s) and / or Shareholder(s) 第三位董事 及/或 股東資料
Position
□ Director 董事 
□ Shareholder 股東 (Shareholding 股權 ______ %)
身份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H.K.I.D. / Passport No.
Nationality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國籍
BR No.
Company No.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司編號
Address
地址(*)
Information of Fourth Director(s) and / or Shareholder(s) 第四位董事 及/或 股東資料
Position
□ Shareholder 股東 (Shareholding 股權 ______ %)
□ Director 董事 
身份
Name in Chinese
Name in English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H.K.I.D. / Passport No.
Nationality
國籍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BR No.
Company No.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司編號
Address
地址(*)
Information of Company Secretary 公司秘書資料
✔
□
 Appoint our company as your Company Secretary 委任本公司為公司秘書。

□  Appoint the following person as Company Secretary 委任下列人士為公司秘書: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H.K.I.D.No
香港身份證號碼(*)
Address
地址(*)
*請附上所有董事、股東及公司秘書之香港身份證或護照副本及住址證明，以供核對。
Other Information 其他資料
Nature of Business 公司業務性質
(Trading 貿易, Restaurant 餐廳,

E-Start Registrations Limited

創業易註冊有限公司

總行：香港柴灣祥利街29-31號國貿中心3 樓11室

分行：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88-690號嘉名工廠大廈A座6樓6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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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香港有限公司申請書 (AF-01) (第三頁)

Terms and Remarks 條款及備註
1 Standard issued share capital is 100 shares of HK$1 each, totally HK$100. Unique request would be
allowed and charged with additional share capital.
標準公司發行股本為 100 股， 每股HK$1，合共HK$100；本公司亦可根據個別要求而另定股本數目，
但可能需另繳費用 (詳情請諮詢本公司職員)。
2 If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or shareholders is greater than two; a handling fee of HK$150 each will be
charged for extra directors or shareholders.
如公司董事或股東人數超過兩位，額外需另付每位HK$150 手續費。
3 When all inform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s confirmed, a handling fee of HK$500 should be
charged for each further revision, i.e. name/address of company, particulars of shareholders’/
directors’/company secretary’s etc.
當我們確定 閣下之有關申請資料後， 閣下如欲更改資料，如公司名稱/地址、股東、董事/公司秘書資料
等，我們將收取每項HK$500 文件處理費。
4 No refund for services fee and deposit if the application was withdrawn.
如貴客放棄申請，所繳費用將不獲退回。
5 Personal Information Statement: All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nd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個人資料搜集聲明: 所有資料搜集只用於根據私隱條例及公司條例容許情況下使用。
I / we hereby confirm that 本人/ 我們現確認:
1). I / We have obtained proper authorization from relevant person to sign this application form.
本人/ 我們已獲得相關人士之正式授權簽署此申請書。
2). I / We ensure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true and correct.
本人/ 我們證明所提供之資料正確無訛。
3). I / We authorize E-Start Registrations Limited to submit application to the Companies
Registry to register a limited company in HK.
本人/我們授權創業易註冊有限公司向公司註冊處呈交公司註冊申請文件及相關手續。
4). I / we understand and agree the above terms and remarks.
本人/ 我們明白和同意上述之條款及備註。
5). I / we agree to undertake all the costs and fees incurred.
本人/ 我們承諾按時足額支付所需之服務費用。

Signature & Company Chop (if any)
簽名及公司印 (如適用)
Date 日期:
註冊公司程序
(1) 填妥此申請表後，請電郵至 form@startbusiness.hk 或傳真至 (852) 2838 2830 本公司。
(2) 我們將派專人與客戶聯絡，核實所需資料是否齊備。
(3) 如客戶選用經濟套裝，請將訂金 $2,000 轉帳至我們戶口(滙豐銀行 004-023-660962-838)，
我們將於1 個工作天內備妥所需文件，客戶需親身到本公司簽署。
(4) 如客戶選用特快套裝，請將全數費用轉帳至我們戶口(滙豐銀行 004-023-660962-838)，
們將最快3個小時內完成註冊，然後安排客戶到本公司簽署文件並取回註冊證書及商業登記証。
付款
我們可以接受不同付款形式，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網頁http://www.startbusiness.hk/payment
網上 Online 電腦或手提電話註冊
客戶亦可選用本公司網上 online 註冊服務於網上直接輸入申請資料，我們 online 註用網址是
http://www.startbusiness.hk/online_reg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