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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概述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占据非常优越的的地理位置，是航运，金融服务和旅
游业的枢纽。大概全球人口的一半，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西澳大利亚，距离香港
在五小时飞行航程之内。香港也有世界级的运输和物流设施。这包括顶级的铁路系统、全
世界最忙碌的货运机场、以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GDP

$3099 亿（美元）

人均 GDP

$5.67 万（美元）

进口

$5243 亿（美元）

出口

$4994 亿（美元）

平均工资

$2.3294 万一年（美元）

失业率

2.9%

劳动力

388.3 万

来源：CIA World Factbook, 2016 年 7 月

香港商业环境和历史
在 1842 年，作为南京条约的一部分，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在这段时期，香港的主要产业是
航运，银行业和商船公司。各种产业逐渐越来越多元化以满足当地人日益增长的需求。增
长型产业包括零售和商业服务。因为英国的海军在香港，造船与维修的产业也相应增长。
十九世纪时，产业经历了扩展以满足居住在这个港口城市的当地人的需要。这段时期涉及
的行业包括制糖、水泥制造、制冰厂以及规模较小的车间生产商。1911 年废除封建王朝制
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香港深受大陆经济困难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和中
国大陆的外贸和关系也不佳。但是中国大陆的财务困境也对香港有利，投资者把钱从上海
和其它枢纽转移了到香港，因为这个英国殖民地比较安全和稳定。
从 1945 年开始，大量的难民与企业家移民到香港，加速了香港的工业化。这些移民创造了
新的产业，列来自上海的移民引进了棉纺工业。在中国大陆人的影响下，这段时期中主要
成立的产业是纺织工业。
在 1949 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形成后，因为共产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以及美国和
联合国的禁运，中国开始与国际经济隔绝开来。这时，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充当了连接中国
和国外经济的纽带。中国也从提供水和食物给香港的过程中得到国际税收。
香港经济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同寻常的。首先，产业增长归功于大多数的中小型公司。
在 1955 年中，91% 制造工厂雇用少于 100 位工人。在 1975 年，这个数据增长到 96%。其次，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之前，香港并没有产业规划。主要原因是政府花了大量资金为涌入的
中国大陆移民建房。另一个原因是香港认同自由市场的力量。
最后，有人认为香港政府实行了放任自由的统治方式。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在这段时期，
政府花了钱开发建造公共住房的方案，处理土地开垦和基础设施投资。虽然政府没有直接
投资工业，但香港政府为工业提供了间接补助和雇员。低生活成本也保持了低成本制造。
香港的工业经济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纺织业，并在 60 年代逐渐多样化，包括衣服、电子
产品、塑料和其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

香港商业环境和历史
通过邓小平 1978 年的门户开放政策，香港开始重新与中国联结的过程。这个政策的目的是
与西方恢复贸易往来并与香港重归于好。门户开放政策允许香港重拾其作为中国商业和金
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在 1978 到 1997 年之间，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平均
每年增长 28%。

这个时间段标志着香港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转变，从制造型经济到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中国
门户向外资企业开放后，香港制造商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到中国大陆，因为劳动力更
便宜，并把港内劳动力重新集中在服务业上。在 80 和 90 年代中，制造业继续离开殖民地，
服务业继续增长。这个转变没有强烈的影响香港经济的发展和失业率。从 1982 年到 1997
年，失业率平均是 2.5%。制造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的价值在 1992 左右达到顶峰，而商业
和金融服务在这段时间之后仍然显得繁荣，这表明香港的工业变化是在适当的时候到来的。
1981 年到 2000 年的数据表示服务业的雇佣人数增加，从占全香港 52% 增加到 80%，制造
业从占 39% 降到 10%。在这段时间内，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有助于加强他们的经济，
使他们成为现在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枢纽。
香港 1997 年回归中国，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但同意香港保持其货币与经济上的独立性。
香港和中国跟其他亚洲国家的一个区别是它们货币的与美元挂钩，因此，亚洲金融危机期
间，它们的货币并未被真正低估。按照“一国两制”的政策，香港回归给中国大陆，这使得
香港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大陆后一体化。这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香港，它仍然在一国两制
的政策下运作，并在经济上和货币上独立于中国大陆。

香港的重点产业
今日的香港有四个支柱产业，包括金融服务业、贸易与物流、旅游、生产服务业。这四个
行业对由服务产业所驱动的香港至关重要。如本指南前面提到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香港的经济从制造业转到以服务业为主。这四个重点产业构成了香港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建立加强国际关系十分重要。
香港最古老的两个行业，金融服务和银行业仍然保持在香港经济中的重要性。香港在 1942
年割让给英国，因为处在一个很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很快的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枢纽。
金融服务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并会在国际经济中持久保持优势地位。香港充当金融活动和银
行业的枢纽历史悠久，并在一段时间中是中国跟外国的唯一一个互动点。中国在 1978 年开
放的时候，香港公司把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到中国大陆并集中精力发展服务业，包括金融行
业。如今的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保险、股票经纪和资金管理。在 2013 年，这一部分占香
港 GDP 的 16% 并雇用全香港人才的 12.5%。这些数据表明这个部门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
香港是一个国际枢纽，世界最大的 100 家银行中有 71 个都进驻了香港。香港从东南亚的一
个金融枢纽扩展到一个利用独一无二的服务与设施连接全球的城市。

香港商业环境和历史
香港的第二个重点行业是贸易与物流。这包括：进口 / 出口贸易、批发业、货运、货运代
理、存储和邮递服务。大概全球人口的一半，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西澳大利亚，
距香港不到五小时的飞行距离。有效的物流服务促进生产率增长，因为减少的送货时间会
减少库存物和费用。香港不只是一个区域的枢纽，也是一个国际中心，因为香港位于东南
亚的核心。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 2013 年报告，香港是世界第 9 大商品交易实体，因此是一
个理想的物流企业和货运企业相互配合的地点。香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助于提高物流
业的效率。香港不仅有世界级的设施，而且还有世界最繁忙的运货机场和有最忙碌的集装
箱港口之一。香港在基础设施和加工方面保持了优势，因为有很多知识产权（“IP”）保护。
另一个优势是香港有 24 小时海港检查，以及与中国大陆的一站式海关检查，这提高了货
运的效率。香港的高效率货运系统和中国大陆逐渐增加的国外消费市场令香港成为贸易和
货运相关公司的理想投资地点。
第三个重点行业是旅游，包括入境和出境旅游。大部分的旅客来自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但
是近几年也吸引了更多其他国家的旅客。香港提供免签证入境给 170 个国家的旅客，去香
港旅游非常容易。香港也吸引了很多会奖旅游（“MICE”）的旅客。在 2014 年，香港吸引
了 1820 万 MICE 旅客，表明这部分的增长潜力。香港跟全世界的友好关系是香港旅游业繁
荣的部分原因。
香港经济的第四个重点行业是专业性及其他生产性服务业。这包括市场调研测试、客户管
理和专业法律咨询服务。香港提供世界级检测与质量认证并有可信和国际认可的工业测试
服务。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工业测试具有世界级的效率和高度可信的信息来源。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工作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服务业开始繁荣，包括商业和金融服务。这允许香港
去发展并充当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全球参与者，成为一个良好的投资地。

在香港投资
低税率：
香港是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地区之一，而且非常简单合宜。外国公司和本地公司的营业税率
是一样的，17.5%。他们没有资本利润税、股息税、遗产税、预提税或增值税（VAT）。
香港只征收三项直接税：营业税为 16.5%，个人所得税最高为 15%，物业税为 15%。征收
税款是简单易行的，交税非常方便。纳税人可以在网上交税，既环保又简单。
廉政建设：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有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随着政治稳定，香港政府确保公司
能够自由追求利益，而不必担心腐败。
从 1974 年起，廉政公署（ICAC）为打击香港的腐败而采取执法、预防和社区教育的策略。

在香港投资
灵活自由经济
传统基金会把香港列名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这是因为香港有高度竞争性的监管、税收
和支出政策。香港有自由市场经济并高度依赖贸易和金融。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一体化
最突出的是银行和金融业。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基金互认和黄金沪港通
等都是开拓内地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以加强香港作为中国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主导地位。
熟练劳动力：
在国际商务管理经验方面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区之一。截至 2015 年，香港是世界第 8 大
交易实体。从 2005 到 2015 年，香港的 GDP 每年平均长了 3.4%，达到 $22464 亿【链式美
元（2013）】。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人均 GDP 达到 $328854 港币（42422 美元）。
国际生活方式：
香港是一个活跃的城市，经常迎接很多来自各国各地的外国人。身为亚洲国际大都会的香
港有两种官方语言：中文和英文。这不但令外国人走动的更方便而且也是在香港做国际和
本地生意的优势。香港商会通过各种倡导、知识性的活动、社交、以及各种各样的商业文
献服务，来帮助公司感到宾至如归。

中国大陆的投资平台
投资援助：
香港的政府鼓励外来投资 , 包括介绍新型或改进产品项目和服务项目。建立新公司在香港
非常容易。在香港投资的内地公司被认为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设立香港公司的时间比
在美国设立公司所用的时间要更快。香港投资推广署（InvestHK）是国际投资推广的机构，
提供有关设立外国投资的信息。
法律利益：
香港有一个稳定和可理解的法律系统，使投资者能够让合同受香港法律管辖从而避免法院
纠纷。香港的法律制度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以英文编写，并由独立司法机构支持。知
识产权（“IP”）的法律保护也比中国大陆更为严格和广泛。决定使用香港法律的企业会对
在中国维持同样的判决结果更有信心。
保护：
在香港，一个私人有限公司（PLC）是注册最常见的实体，具备有限责任和独立法律资格。
这些实体按照香港公司章程所成立并且当地居民和外国人都可以建立。私人有限公司可以
作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可在该地区进行投资。作为中国投资的持股公司，这种
结构可能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护，因为中国公司不是直接持股。

香港的税制
介绍：
香港拥有悠久且复杂的历史。简短来说，自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并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起。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 108 条，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税制不适用于香港，并且根据第 106 条，
香港不用向中央政府纳税。香港税务局（IRD）负责处理税收和关税。
香港的税收政策非常简单稳定。因此香港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热门目的地，从而帮助公司
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在下面的图表是香港的四个直接税。这四个直接税使香港政府的透明
度更高。

利得税：
在香港，所有在其领土以外产生的利润和任何资本收益都是不征税的。考虑到这一点，利
得税适用于公司、合伙企业、受托人或独资经营者的收入。税率对个人是 15%，对企业是
16.5%。
为了帮助企业准确地确定利润的来源，税务局已经将利润分为不同类型。
利润类型

决定征不征税

交易利润

销售和采购合同生效的地方

制造利润

如果在香港则完全征税。如果香港公司在中国
大陆，则取决于它是合同处理还是进口加工

租金收入 / 不动产销售

不动产所处的地方

服务收入

服务发生的地方

香港的税制
薪俸税：
这是另一个利得税，对在香港经营的任何办事处、就业和养老金都需要征收。办事处是指，
公司在香港办事处的董事也应当缴纳所得税。按照六十天规则，除在港停留时间不超过 60
天的临时到访者外，其余员工都需交税。养老金如果在香港进行管理就需征税。
此外，收入不在香港产生则不征税的规则仍然适用。因此，对于公司和个人来说，要密切
关注收入的来源和雇佣合同的性质。以下是薪俸税适用税率的表格。

可扣除收入净额

累进率（%）

按标准税率计算的总收入净额（%）

第一个 $40,000

2%

15%

下一个 $40,000

7%

15%

再下一个 $40,000

12%

15%

剩余

12%

15%

房产税：
这些税为直接税且占比很小，占香港政府收入的比例很低。税率基于财产净值的可估价价
值是 15%。净可估价价值是以可估价值相减并推算得来的。
香港政府也阐明除了财产的价值之外，可估价的价值还包括什么。简单地说，在纳税年度
支付给房主的租金数额是可估价的，并须缴纳 15% 的税款。另一个应纳税的领域是租赁存
款等项目。押金的金额将在员工逗留期间内分摊至 36 个月。有一些扣减可以申请，如不
可收回的租金收入和用以支付物业维修费的 20% 的可估价值补贴。
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种文件上的税。香港政府把有法律约束力文件的印花税分成：
第1类

香港所有不动产的买卖或租赁交易，需要一份销售、购买协议和
转让契据

第2类

买卖香港股票需要合同证明和转让契约

第3类

香港不记名证券

第4类

如果上述任何文件中都有可能重复的多个部分

土地出让税率是渐进的，从 1.5% 到 8.5% 不等。

香港的税制
不征收税款：
还有一些在香港不征收的普通税：
销售税或增值税（VAT）
预提税
资本利得税
股息税
遗产税

新香港公司条例（2014 年 3 月）
香港的新公司条例（NCO）皆在于改革与重构公司法，这项法律已经 20 年没有大幅度改组。
其立法自 2006 年就开始进行。教授梁家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说这次立法将会提供“香
港公司运作和合并的现代化框架及提高竞争力”。
根据旧条例管制（共 32 章），新公司条例涵盖所有领域的内容，除了董事资格、招股说
明书制度及破产条款的终止。NCO 主要涵盖法律的改革与现代化。但是 NCO 也包括一些
会彻底改变香港商业界的措施。
在 NCO 中已经解决了过时和不必要的业务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公众协商和讨论的结
果。使商业现代化和促进业务的主要 NCO 程序如下：

新香港公司条例（2014 年 3 月）
废除协会备忘录
公司不再需要备忘录，只需要协会章程。
取消年度股东大会（AGM）
如有股东一致同意，公司现在可以选择取消年度股东大会。
废除股票票面价值
现在不再要求公司必须授权资本或赋予他们的股票以面值。
免法院程序
公司现在可以选择参与免法院程序而与独资公司合并。
类似地，公司可以在不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减少其股本，但须经会员批准并提供偿付能力
声明。
简化报告
某些符合新规定规模标准的公司现在可以提供简化的财务报表。
电子调整
公司现在可以选择用电子方法完成交易并不用印章。不仅如此，公司现在可以凭借技术使
股东大会在多个地点举行。
NCO 不仅涉及改革，而且包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这将直接挑战香港公司目前的权
力平衡。更大的责任和期望被寄予给了董事，而股东则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审计
的权利也被 NCO 加强了。
对董事而言主要变化有：
每个私人公司要求至少有一个董事是自然人。
明确董事的工作职责、技能、勤勉为董事们提供更清晰的指导。
上市公司和较大型私人公司（不符合简化报告规定）现需准备一个更综合的董事报告，包
括一个分析性和前瞻性的“业务回顾”。然而私人公司则可以通过特殊决议退出。
NCO 也创造了更有效的规则来处理董事间的利益冲突。

新香港公司条例（2014 年 3 月）
对股东而言主要变化有：
降低投票门槛要求成员投票占总投票权的比例从 10% 变至 5%。
在公有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中需要股东批准的情况下，要求无利害关系的股东批准。
扩大股东受到不公平歧视的范围。
审计师现在有权从以下获取信息和解释：
任何持有或负责公司会计记录的人。
任何与该案件相关的公司的过去或现在的官员。
在公司的香港企业及附属企业中的上述任何人。
将更加严格地保障公共登记册的信息的准确性来保证更好的监管。此外，NCO 已改革收
费计划。
总结 NCO
总的来说，NCO 的出台对香港及其经济有积极的影响，将使香港保持世界贸易自由第一
的地位。新的立法虽然很容易理解但是对解释更加开放了，因此不同的企业会如何运用这
些新的法律令人期待。
NCO 于 2014 年 3 月 3 日生效，但给企业提供了 6 个月的过渡期去适应新的准则要求。注
册表网站上有关于 NCO 的专题介绍更详细的信息。
此外，已为咨询设立专线热线（31422822），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午 9:00 至晚
上 8:00。
可发送电子邮件咨询相关事宜 : cr.nco@cr.gov.hk

到港商务旅行的温馨提示
办公：
打招呼：典型的打招呼是握手然后交换名片。名片是香港企业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
会经常看见人们之间以惊人的速度交换名片。关于交换名片的温馨提示包括：
交换卡片的时候，确保双手交换并把你想让他们看到的一面对着他们，这样他们
可以拿起来直接阅读。
收名片的时候不要直接收起来，而一定要仔细看一下，不然显得不礼貌。
确保你准备了大量的名片，因为它们会很快就被交换了。不给你遇见的人名片可
能意味着一些事情：你不太重视你的身份，因此不愿给出你的名片；你不想认识
他或者你不看好他们的身份，因此不想向他们做自我介绍。
文化和商业规范
在香港，遵守正确的商业和文化礼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建立人际关系，使沟通变
得更容易和有效。在香港人见面和问候时握手是常用的。在打招呼时，香港华人倾向于用
眼神注目作为尊重的标志。在大型活动中，你可以向客人介绍自己，但在较小的场合，更
有礼貌的做法是主人向他人介绍你。可以称呼他人的头衔和姓氏。然而，一些中国人采用
了西方名字，也许他希望你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们。
与香港商人保持关系很重要。香港华人对商务关系有长远的看法，且对其他国家的人很感
兴趣。你的同事希望足够了解你以维持关系，与你一起工作也感到舒适。沟通是关键，香
港华人喜欢直接沟通，但有时候也需利用非语言形式交流。当重要人物进入房间时，无论
有没有交流或语言障碍，我们应该站起来并给予直接关注，这种做法在香港商业文化中也
被认为是尊敬他人的。
与中国人交换名片通常是在初次介绍或握手之后。把名片的一面翻译成中文是很重要的，
这样便于沟通交流。你应该总是用双手且将正面朝上把名片交给对方。一旦你收到名片，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然后马上把它收起来。尊重别人的名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应该
永远被保存为完美状态，你自己的名片也同样如此。

基本粤语短语
虽然普通话在香港社会和商务环境中都是常用的，下面是一些有用的短语，可以帮助你的
香港之旅，并给他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英文

粤语（发音）

Hello

你好 (néih hóu)

Goodbye
Good Morning
Service Income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Nice to meet you!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I don’t understand.
Please say that again.
Excuse me.

How much is this?
Sorry.
Pleas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Do you have an English menu?
Please call a taxi for me?
May I see the bill please?
I’ll meet you there.
Where’s the toile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再見 (joigin)

早晨 (jóusàhn)
早抖 (jóutáu)

你好嗎 ? (néih hóu ma)

我幾好，你呢？ (ngóh géi hóu, néih nē)

好開心認識你 (hóu hòisàm yihngsīk néih)
好開心見到你 (hóu hòisàm gindóu néih)
好高興認識你 (hóu gòuhing yihngsīk néih)
你叫 ( 做 ) 乜野名呀？ (néih giu(jouh) mātyéh
méng a)
我叫做 ... (ngóh giujouh ...)
我唔明白 (ngóh m̀h mìhngbaahk)

唔該你講多一次吖 ? (m̀hgòi néih góng dō yātchi a)
請問 (chéngmahn) - to get attention
唔該 (m̀hgòi) - to get past
失陪 (sàtpùih) - used when leaving for a while
呢個幾多錢呀 ? (Nīgo géidō chín a?)
對唔住 (deuim̀hjyuh)
唔該 (m̀hgòi)

多謝 (dòjeh) - for a gift
唔該 (m̀hgòi) - for a service
唔駛 (m̀hsái)
唔駛客氣 (m̀hsái haakhei)
冇問題 (móuh mahntàih)
你地有冇英文餐牌呀 ? (néihdeih yáuhmóuh
yìngmán chāanpáai a?)
唔該幫我叫架的士吖 (m̀hgòi bòng ngóh giuga
dīksí a)
我可唔可以睇吓賬單呀 ? (ngóh hóm̀hhóyíh táihá
jeungdàan a)
我地喺個度見 (ngóhdeih hái gódouh gin)
廁所喺邊度呀？ (chisó hái bīndouh a?)
洗手間喺邊度呀？ (sáisáugāan hái bīndouh a?)
你係邊度人呀？ (néih haih bīndouh yàhn a)
你由邊度嚟架？ (néih yàuh bīndouh lèih ga)
你係邊國人呀？ (néih haih bīngwok yàhn a)
我係 ... 人 (ngóh haih ... yàhn)

紧急号码
紧急情况（警察、救护车、消防等）
警察热线
香港旅游局访客热线
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入境事务处
消费者委员会
卫生部
海关 24 小时热线
香港邮政
电话号码查询

999
+852 2527 7177
+852 2508 1234
+852 2181 8888
+852 2824 6111
+852 2929 2222
+852 2961 8989
+852 2815 7711
+852 2921 2222
1081

交通
香港的旅游物流业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率的产业之一。他们的火车计划很有效率，就
像钟表一样。然而，不仅其地铁系统使香港的旅行效率如此之高，还有许多其他交通方式
相同的交通工具。
•

八达通：多用途存储卡
-- 用来支付交通路程费并可在超市、餐厅等地方付款
-- 可以储存金额，可用于香港生活的多个方面
-- 游客八达通：$39 港币
-- 普通八达通：$50 港币押金
* 如果 90 天以内退卡，必须交退卡手续费 Mass Transit Railway (MTR)
• 轨道交通铁路（MTR）
-- 10 条铁路线
-- 遍及整个香港
-- 非常准时
出租车（的士）
种类：
红色：遍及整个香港（除了东冲路和南大屿岛）
绿色：只在新界
蓝色：只在大屿岛
小提示：最容易乘坐出租车的办法是让你住的酒店帮你叫车或者去别的酒店排队
公交车（巴士）
大多数公交车有空调，且普遍都很舒适
票价是基于旅行的距离
支付方式包括八达通和现金

交通
有轨电车（叮叮）
香港较为怀旧的交通工具之一
票价固定为 $2.3 港币，无论距离长短
小提示：从车的后部进入而在离开的时候去前部支付
购物
在香港购物是一个购物狂的梦想，这里有你可以想到的任何一个高端品牌。同时你可以享
受零销售税。在香港购物要注意一些细节，包括如下几点：
-- 优质旅游服务认可商家（QTS）：
-- 会提供明显的标签
-- 会清晰地显示产品信息
-- 保证良好的服务
-- 塑料袋收费
-- 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的零售店要求对每位顾客每个塑料袋最少收费 $0.5
-- 零销售税

粤菜
当西方人提到中国食物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提及广东菜，又名粤菜。它是香港家庭烹饪和
外卖餐的核心。广东菜通常包括广州菜、潮州菜和客家菜。潮州菜通常是甜的和温和的，
具有鲜明的大胆风味。客家菜分类为素食素食。正宗广东菜在香港，尤其是广州菜，包括
几种不同的海鲜菜肴。
粤菜的突出点在于轻烹调的蔬菜、甜酱汁和肉类。正宗的粤菜厨师的目标是通过使用许多
香料和油来保持食物的原始味道，以封住蔬菜和肉类的味道，并确保调味品均匀渗入且不
油腻。除了鸡肉、猪肉、牛肉，粤菜还包括其他肉类，如内脏（器官肉类）、鸡爪、鸭舌、
蛇和蜗牛等。
烹调粤菜的技术有微煎、双蒸、焖、油炸。粤菜中最常用的配料有香菇、白菜、咸鸭蛋、
芥蓝、红豆、虾仁、海鲜酱、干贝、红枣、莲子等。
点心是一种传统的粤菜食品。由煎炸、油炸、烘焙或蒸制技术而成的小型食品，装在小竹
笼篮子或小盘子中。家人一起在周末去吃点心是一种传统活动。你还应在香港尝试其他著
名的菜，包括咕咾肉、云吞、烤鸭、虾肉丸、鸡肉丸、凤爪、虾饺、鱼丸、车仔面、仿鱼
翅汤和碎肉茄子。这些菜在全香港及其环岛上都能找到。
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香港可以被视为一个拥有著名厨师和融合了东西方美食的美食世界。
在香港做生意和用餐时，了解一些小贴士是必要的。

粤菜
•

•
•

•

•
•

在 QTS 经核准的餐厅饮食
在干净和卫生的场所内提供高质量的食物
提供精确和价钱标准的菜单
保证良好的服务
小贴士：提前预定，特别是在著名的餐厅
谨防额外费用
在一些餐厅，服务员经常会将一些你没点过的东西（茶、花生等）放在桌上，并
会把东西的费用加到账单。确保你事先和服务员确认这个问题，避免额外的费用。
海鲜
有时候海鲜按照重量计价，且随季节变化。
提前与服务员确认下价格以保证自己心里有数，因为价格变化实在太大了。
服务费
大多数的餐厅会加收 10% 的服务费
信用卡支付
大部分的餐厅会接受外地的信用卡并通常会在窗口有说明，特别是经 QTS 核准的
餐厅
注：与你的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核实看是否会遇到任何外国交易费用。

其他关于香港的一般信息
健康与安全
抽烟：
在香港的室内公共场所是不允许吸烟的
在公共交通和交通车站也是不允许吸烟的
任何人在非指定吸烟区携带点燃的香烟，罚款 $1500 港币。
安全：
虽然香港警察会昼夜巡逻并有很良好的安全记录，但还是建议将贵重物品留在酒
店房里的保险箱。并且，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在人多的地方，注意你的随身物品。
电力与电压
标准：220 伏特交流电，50 赫兹
三叉式，英国插头
到达后，适配器可以在便利店购买
货币
法定货币是港币（HKD），以 7.80 港币至 1 美元的汇率与美元兑换。
纸币：范围从 $10 到 $1000
硬币：范围从 10 分到 $10
国际的银行卡在大多数的酒店和餐厅等都能用
小贴士：汇丰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提供 24 小时的现金提取服务并通常接受国际卡
（如：VISA, Mastercard）

香港雷博提供的服务
在雷博国际会计，我们提供多种服务去满足客户的业务需要。在我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专
业团队服务范围以内，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凭他们的专长经验及专业知识来支持和指导您
的业务。以下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单元和服务领域：

专业服务

审计与担保
评估服务
公司财务
合并与收购

商务服务

公司注册与维护
人力资源支持服务

外包服务

财务管理
财富管理
工资服务
会计与簿记

纳税服务

个人税务筹划（IIT）
公司税（CIT）

特殊风险会计管理

内部控制
GAAP、SEC、IFRS 合规性

如有问询，欢迎联系雷博国际会计，请发送电邮至 enquires@lehmanbrown.com

       雷博国际会计是一家主要从事有关中国范围内会计和财务咨询服务的公司，服务范围
包括：会计与记账、审计与认证服务、公司税务、资产管理、个人所得税以及收购兼并。
在北京（总部办公室）、上海、天津、深圳、广州和香港设有专门办事机构，正积极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广泛的联合专业服务网络。我们综合多年的国际经验和对中国市场的实操经
验，为您提供专业服务。

About Us
Founded in 2001, LehmanBrown is a China-focused accounting, taxation and business advisory firm, operating in Beijing,
Shanghai, Hong Kong, Macau, Shenzhen, Guangzhou and Tianjin. Our firm also manages an extensive affiliate network, providing
service throughout China and reach across the globe.
Combining years of international expertise with practical Chines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LehmanBrown offers expert advice
and support to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lients. Within the mid - tier, we are regarded as a market leader and our clients
enjoy access to a combination of senior and experienced counsellors from both China and abroad.
At LehmanBrown we recognise that you are unique, that you have unique requirement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individually tailored financial solutions. LehmanBrown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personalised service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our
clients to understand your individual business needs. This enables us to offer the most up-to-date and expert advice.

关于我们
雷博国际会计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获得许可，主要从事有关中国范围内会计、税务和财务咨询服务的公司，在北京、上海、
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和天津设有专门办事机构，正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广泛的联合专业服务网络。
综合多年的国际经验和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体验，我们向广大国内外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和意见帮助。
在雷博国际会计的服务过程中，我们作为市场中的佼佼者，您将得到来自中国本土以及其它国家的高级资深专家热忱的
咨询帮助。
我们深刻认识到每一位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并都有其独特的业务需求。雷博国际会计承诺将根据客户的不同业务需求，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财务解决方案。我们的专业人员将密切与您合作，以充分了解您独特的业务需求，从而提供满足您
所需要的高时效、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Professional Services

Outsourcing Services

Specialist Accounting & Risk Management
Internal Controls

Audit & Assurance External Audit

Accounting & Bookkeeping

China Statutory Audit

Budgeting & Forecasting Financial Statement

Systems

US GAAP Audit

Preparation Head Office Reporting

Risk Management

IFRS Audit
Hong Kong Statutory Audit

Sarbanes - Oxley (SOX 404)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erim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e

GAAP, SEC & IFRS Compliance

Internal Audit

Manager Function

US GAAP

Fraud Investigation

CFO Function

US GAAP Financial Statement Preparation

Forensic Accounting

US GAAP Conversion

Treasury Management
Special Purpose Audit

Set-up of Bank Account

Foreign Currency Audit

Other GAAP
GAAP Conversion

Royalty Audit

Payroll Services

Public Company Compliance

Capital Verification Audit

Payroll Processing Setup

Financial Statement Preparation

Expatriate Employees

Valuation Services

Local Employees

Corporate Valuation
Damage Assessment Valuation Intellectual

IFRS
IFRS Accounting Repackaging

Secondment & Temping Service

Property Valuation Asset Valuation

IFRS Financial Statement Preparation
IFRS Public Company Compliance

Special Purposes Valuation

Taxation Services

Corporate Finance

Individual Tax Planning (IIT)

Debt Restructuring

Tax Immigration & Investment Review

Acquisition, Disposal & Financing

US & Overseas Personal Income Tax Planning

SEC
SEC Public Company Compliance

Legal Services

& Filing IIT Tax Payment Facilitation

Mergers & Acquisitions

Application for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fund

Legal Advisory

Transaction Advisory

Expatriate Staff Individual Income Tax Staff

Labour Legal Advisory

M&A Divesture

Filing Local Staff Individual Income Tax

M&A Integration
Financial Due Diligence

Business Services

Workforce Downsizing Advisory
Labour Tribunal Assistance & Advisory

Company Taxation (CIT)

Labour Law Review & Audits

Tax Consulting

Review & Preparation of Employment Contracts

Corporate Tax Planning
Business Restructuring

Corporate Legal Advisory

Company Registration & Maintenance

Value Chain Review

Legal Due Diligence

Cash Flow Management

Onshore / Offshore Investment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dvisory

Chop Custodian Services

Transfer Pricing

Review & Preparation of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oA)

Market Entry Advisory

Review & Preparation of JV Contracts

Updating Company Certificates

Tax Compliance

Annual Inspection & Reporting

Tax Due Diligence

Review & Preparation of Repatriation Agreements

Company Secretarial Services

Tax Deregistration

Other Legal Services

Company Ownership Transferring/Corporate

Negotiation of Tax Penalties

Dispute Mediation & Advisory

Restructuring Background/Credit Checking

Tax Refund Application

Trademark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visory

Company Deregistration & Bankruptcy

Tax Representatives for Tax Audit

Debt Collection Assistance

VAT & Customs Duty Clearance

Litigation Support

HR Support Services

PRC Tax Receipt Verification

China Visa Services for Expatriates

VAT Application

Social Welfare Structures

VAT & Sales Tax Filing
Corporate Income Tax Reporting

Internetional Accountants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we can add value and support your individual or business needs, please contact us.
如需为个人或企业获取更多的增值服务及业务协助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Beijing 北京

Tianjin 天津

6/F, Dongwai Diplomatic Building, 23 Dongzhimenwai Dajie,
Beijing 100600, China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 23 号，东外外交办公大楼
602
Tel: +86 10 8532 1720
Fax: + 86 10 8532 2746
E-mail: beijing@lehmanbrown.com

Unit 2901-04, The Exchange Tower 2 189 Nanjing Road, Heping
District Tianjin 300051, China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9 号津汇广场 2 座 29 层 2901104 室
Tel: + 86 22 2318 5056
Fax: + 86 22 2318 5001
E-mail: tianjin@lehmanbrown.com

Shanghai 上海

Hong Kong 香港

Room 1501 & 1504, WanTai International Building, No. 480 North
Urumqi Road, Shanghai 200040, China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华山路）480 号 1501 & 1504
Tel: +86 21 6249 0055
Fax: +86 21 6288 1636
E-mail: shanghai@lehmanbrown.com

Unit 1902, 19/F, Asia Orient Tower, 33 Lockhart Road,
Wanchai,HongKong
中国香港湾仔骆克道 33 号中央广场汇汉大厦 19 楼 1902 室
Tel: + 852 2426 6426
Fax: + 852 2426 6427
E-mail: hongkong@lehmanbrown.com

Guangzhou 广州

Macau 澳门

Room 3317, China Shine Plaza, 9 Lin He Xi Road, Guangzhou
510610, China
中国广州市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3317 室
Tel: + 86 20 2205 7883
Fax: +86 20 2205 7880
E-mail: guangzhou@lehmanbrown.com

No. 367,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Keng Ou” Commercial
Building #16, A & B, Macau
中国澳门南湾大马路 367 号京澳商业大厦 16 楼 AB 座
Tel: + 853 2835 5015
Fax: +853 2837 1884
E-mail: macau@lehmanbrown.com

Shenzhen  深圳
Room 3206, News Building 2, Shennan Middle Road, Shenzhen
518027, China
中国深圳市深南中路 2 号新闻大厦 3206
Tel: +86 755 8209 1244
Fax: + 86 755 8209 0672
E-mail: shenzhen@lehmanbrown.com

www.lehmanbrow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