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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外在投資環境

遏止貪污賄賂

了解粵港澳三地法規
粵港澳三地投資須知

無論在內地或在港澳營商，營商者都必須充分了解三

地法律規定和制度的不同，關鍵是必須依法辦事。

˙	香港有不同的法例監管各行各業，以確保市場有

秩序及公平競爭。營商者除了要認識和遵守反貪

污賄賂的條例外，亦應恪守與行業相關的法例和

商業法。營商者可向有關部門查詢及索取資料：

	 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www.gov.hk

˙	內地也有具體法律法規和政策規範營商者的營商

行為。中國地域廣闊，各地經濟發展不一，因此，

到內地投資營商，還應了解和遵循地方法規和地

區政策。具體法律法規政策請瀏覽：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www.mofcom.gov.cn

	 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網站：www.gddoftec.gov.cn

˙	澳門有不同的經貿和行業法規，規管各種營商行

為。營商者除了要認識和遵守澳門的反貪污賄賂

法規外，亦需恪守與行業相關的法例和商業法規。

營商者可向以下部門查詢和索取資料：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網站：www.ipim.gov.mo

營商者必須掌握投資地區的投資程序及相關政府部門

的運作和要求。下文分別載列了在香港、廣東省和澳

門投資的程序簡介。

■ 資料來源：香港廉政公署、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及澳門廉政公署

            《「誠信守法可創富」粵港澳中小企業防貪指引》

中小企從事跨境投資業務時，需充分掌握外在投資環境，包

括了解投資地區的投資程序及當地政府的監管制度，明白與

商業伙伴訂立誠信營商合同，以及採取合法途徑解決商業糾

紛的原則，這樣便能運籌帷幄，百戰百勝。

* 公司註冊處連同稅務局於2011年2月21日
攜手推出一站式公司及商業註冊服務。公司
成立的申請一經批准，公司註冊處處長會一
併發出公司註冊證書及商業登記證。

設立公司程序

▓ 董事／股東一人，不限國籍或居住地

▓ 最低名義／實繳資本：沒有規限

▓ 處理申請需時：透過網上（www.eregistry.

gov.hk）申請只需一個工作天，以紙張方式

遞交則需四個工作天

▓ 經營不同的行業需要領取不同的牌照、許可

證或商標註冊，投資者可參考工業貿易署中

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的網上商業牌照資訊

服務，網址為（www.success.tid.gov.hk/

tid/tcchi/blics/index.jsp）

▓ 有關各部門如消防處，勞工處及機電工程

署的要求，可瀏覽有關部門的網站或進

入政府部門及機構網站索引（www.gov.

hk/tc/about/govdirectory/govwebsite/

alphabetical.htm）

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 *

牌照／法律文件

香港投資程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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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中外合資、合作企業、外資企業申報審批程序

外匯登記

保險手續

財政登記

銀行開戶

稅務登記

出入境手續

商檢手續

海關登記

動植檢手續

用工申請

廣東省投資程序簡介

合資、合作各方洽談

企業名稱預核准（公司註冊地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方（合資、合作企業）或外方投資者（外資企業）

向所在地縣或市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

申報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同、章程（附外經貿主管部門要求的其他材料）

中方（合資、合作企業）或外方投資者（外資企業）

向所在地縣或市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或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

申領批准證書

註冊登記（註冊地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業成立

製作企業印鑒（企業所在地公安局）

申請企業代碼（省技術監督局）

註：上示圖為申辦外商投資企業的一般程序。具體申報程序詳情，請與相關部門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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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

澳門投資程序簡介

設立個人企業主

財政局辦理開業登記

僱員招聘／輸入外地僱員

投入運作

財政局

僱員登記

社會保障

基金供款

治安警察局

申請工作場所

認別編號

准照／牌照

在澳門投資從事一般商業活動不須

特別牌照，但以下行業除外：

1. 工業，須申請工業准照（廠牌）

2. 對外貿易，已履行稅務登記之自

然人或法人，經登記後可進行對

外貿易活動

3. 餐廳，須申請餐廳牌照

4. 藥房，須申請藥房牌照

個人企業主成立／法人公司成立開業準備

設立法人（如有限公司、一人有限公

司及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辦理公司商業登記

（個人企業主可選擇登記）

註： 以上圖示為申辦開業的一般程序。具體申請程序詳請，請與相關部
門聯繫，或瀏覽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網站：www.ipi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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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與商業伙伴的關係
訂立誠信營商原則

無論在港澳或內地，中小企業與合作伙伴（包括承

包商、供應商）合作時，必須把投資及營商合作條

件詳細列明於合同條款中，以確保雙方協議具法律

約束力。

訂立書面合同及列明合作條件

營商者必須弄清楚所提供予個別人員的利益是否合

法，與投資項目有否直接關係。收受利益一方如果

是香港公司僱員，他必須先得僱主允許，才算合法

收受。

在內地，對單位行賄也屬犯罪，但需要注意，內地

《刑法》第391條中的「單位」僅指國家機關、國

有公司、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並不包

括私有公司和企業。所以，給予整個單位利益時，

須弄清對方是否私有公司或企業，如非私有公司或

企業，給予利益時需要特別注意有否違法。如果對

方是內地非國有單位的個別代表，亦必須確保他已

獲得所屬單位的同意，而且要肯定利益是給予整個

單位而不是個別人員，否則就會觸犯公司、企業人

員行賄及受賄罪。

在澳門，如僱員收受不應收的利益，以作為違背工作

義務的回報，就會觸犯私營部門的受賄罪。

營商者訂定涉及投資項目的合同時，可以參考以下

須知事項：

˙ 列明所提供的利益項目

	 投資時，營商者可能基於商業理由，需要向合作

的企業或事業單位提供合法利益，例如設廠時提

供廠車給工人往返工廠及宿舍，為貿易伙伴的職

員安排考察行程或參加培訓。這些利益是與投資

項目有關，營商者應在合同內清楚列明，而且不

可在已訂定的合同之外隨便單方面加添其他利

益，以免被懷疑存心「行賄」。

˙	列明支付佣金的方法

	 若貿易伙伴的代表要求營商者將佣金以其他方法

支付，例如要求把佣金存入該公司在境外的銀行

賬戶中，營商者必須把支付佣金的方法及條件列

明於合同中及發票上。較保障的安排是列明用

劃線支票、電匯之類有記錄可供查閱的方式支

付。切勿隨便付現金，或接受對方職員委託別

人代收佣金。

˙	舉報貪污賄賂

	 如果洽談合同時有異常跡象，例如對方代表表

示他本人或其他人必須得到某種利益，才可談

妥生意，營商者便應立即向對方公司高層或當

地的反貪污賄賂機構舉報。

公開誠信營商的立場

要落實誠信管治，營商者應先制訂公司的行為守

則，然後進一步將利益收受政策通知有生意往來

的供應商、承辦商或客戶等。這樣做有助增加政

策的透明度，不單可建立公司的商譽，更能杜絕

員工索賄受賄的機會，或因公司利益收受政策模

糊而招致誤會。

採取合法途徑解決商業糾紛

中小企業遇上問題，應先向當地政府的相關部門

求助。若事件不屬政府部門處理的範圍，又不能

循刑事途徑處理，例如屬民事性質的糾紛，營商

者仍可聘用律師以民事途徑討回公道或追索賠償。

營商者如遇到商務糾紛，切勿亂拉關係、「走後

門」或亂找中間人，可採取以下方式解決：

自行協商解決

一般商務糾紛可以由雙方協商解決，既不傷和氣，

又可以省去仲裁或訴訟的麻煩和費用，方式也比

較靈活，有利於雙方日後繼續合作和交往。

提交仲裁機構仲裁

在解決涉外糾紛時，仲裁是較常用的一種方式。

仲裁的優點是專業和高效。雙方當事人在自願平

等的基礎上達成書面協定，同意把他們之間的商

務糾紛，提交雙方同意的仲裁機構審理，作出的

裁決對雙方都有約束力。

˙	內地涉外經濟仲裁機構主要有兩個，即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

兩者都是常設的民間仲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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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裁決的法律效力還可以得到國際條約確認。

內地與一些國家簽訂的通商航海條約、貿易協定

及交貨條件等議定書中，多數包括仲裁問題的規

定。目前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接受和承認仲

裁裁決的法律效力。

	 法院可拒絕受理有仲裁協定的案件。《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57條明確規定，涉外經濟

貿易、運輸和海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在合同

中訂有仲裁條款，或事後達成書面仲裁協定，並

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或者其他仲裁

機構仲裁，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訴。但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5條規定，若仲裁協

定無效，則任何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訴。

˙	在香港，營商者亦可透過仲裁解決爭議。2011年

6月1日生效的新《仲裁條例》（香港法例第609

章）規定，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國際商事仲裁

示範法》適用於所有在香港進行的仲裁，自此香

港再沒有本地與國際仲裁制度之分，大大方便了

營商者。

	 依據《紐約公約》和《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安排》），在香港

作出的裁決可在140多個司法管轄區內強制執行。

1999年，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通過了相互執行仲

裁裁決的《安排》，那就是類似《紐約公約》的

規定。

˙	在澳門，處理涉外商事仲裁的機構主要是澳門世

界貿易中心自願仲裁中心，其運作由《自願仲裁

中心內部規章》規範。

	 關於仲裁裁決的效力，澳門現有一定的規範性文

件予以配合，包括2007年3月公布的《紐約公

約》。商業機構如選擇在澳門仲裁，仲裁裁決可

在已簽署《紐約公約》的國家和地區強制執行。

此外，澳門於2007年10月與內地簽署《相互認

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內地和澳門仲裁裁

決可在彼此法院申請認可和執行。

通過司法程序解決

當事人可以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通過司法程序

解決。

˙	在內地，中級人民法院是處理轄區涉外案件的第

一審法院。因此，當事人應向中級人民法院提出

有關商務合同糾紛的訴訟。

	 如屬經濟犯罪案件，則可以向有關機關舉報；如

屬一般刑事案件範疇，應向當地公安機關（包括

公安派出所）報案。

˙	在香港，營商者可依索償金額向高等法院或區域

法院申請處理民事申索。高等法院有無限權力處

理民事申索，區域法院則處理港幣五萬元以上及

100萬元以內的申索。

	 香港法庭的職責是解決訴訟各方的糾紛，訴訟人

有權親自起訴或抗辯，亦有權委託律師或大律師

作代表，向法庭呈述案情，提出論說立場和事實

根據，然後由法庭裁定。

˙	在澳門並沒有設置專門的法庭審理涉外案件。根

據澳門的法律，澳門的司法體制共分三個審級，

分別設有第一審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其

中，第一審法院的初級法院是具有一般管轄權的

初審法院，亦即是，法律未規定由其他法院管轄

的所有案件，均由初級法院審理。因此，對於屬

民事範疇的商務合同糾紛，當事人應向初級法院

提起訴訟。

	 中級法院對審查及確認澳門以外法院或仲裁機構

作出的裁決具有專屬的管轄權。在澳門以外法院

或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營商者如希望在澳門獲

得確認，可直接向中級法院提出請求。▓

如對《「誠信守法可創富」粵港澳中小企業

防貪指引》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香港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香港道德發展中心

地址：香港北角渣華道303號8樓

電話：(852) 2587-9812

傳真：(852) 2519-7762

網址：http://www.hkedc.icac.hk 

電郵：hkedc@crd.ic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