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套装报价 

 
本报价所指瑞士公司，特指根据瑞士商业法，于瑞士注册成立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GmbH 或 

SarL）。本公司已经包含注册一家瑞士有限责任公司法律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也就是说，当公

司注册成立后，公司就可以正式开始营业，无需另外办理任何其他登记手续（但不能从事金融

或与金融相关之业务，除非另行申请相关牌照）。 

 

一、  瑞士公司之特点 

 

1、 资料保密 

于瑞士注册的私人责任有限公司无须披露实益拥有的资料。除非涉及正在进行的

刑事诉讼，否则，无须披露银行帐户资料。 

 

2、 外汇管制 

于瑞士注册公司豁免外汇管制。 

 

3、 公司名称 

名称：股份公司在名称含有家族姓氏时方须在名称中加上「股份公司」（AG/SA）

的称号。名字查询可在 24/48 小时内完成。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必须加上「有限

责任公司」（GMBH/SARL/SRL）的字眼。 

 

公司名称不可与已注册的企业相同。名称须准确指明公司的目的，不可有误导成

份，而且不可违反公众利益。家族姓氏一般只在有此姓氏的人士当股东或与公司

有密切联系时方可使用。某些名称须经同意或批准。全国、地区或区域性的名称

唯有经联邦商业登记处特别批准后方可使用，例如「瑞士」、「欧洲」、「国

际」、「苏黎世」等词语。除非没有误导成份，否则，使用非其注册名称的负责

人会被罚款。凡使用未经注册的名称意同欺骗者，其负责人会被监禁或罚款。如

注册的名称与已经注册的名称相似，先注册者如能表明有混淆的危险，可要求更

改新注册的名称。 

 

4、 认股人（股东） 

有限责任公司只需有最少一名配额持有人（配额持有人相当于股份公司的股东，

有限责任公司不准发行股份，配额登记需列明配额持有人及他们占公司资本总额

之部分，即配额）。股东没有国籍限制，自然人或者法人团体都可以做瑞士公司

之股东。外籍人士及外国公司可以全资拥有瑞士公司。 

 

5、 资本/股份/配额 

股份公司在注册成立时已获接纳的股份数或价值最少为 100,000 瑞士法郎。股份

面值必须至少为 10瑞士法郎。注册资本必须缴足 50,000瑞士法郎或其中的 20%，

以两者中较大者为准。允许有不记名股票，但不准发无面值的股份。 

  

啓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官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21楼 

電話：+852 23411444  傳真：+852 23411414 

電郵：info@bycpa.com 

深圳辦事處 

深圳市羅湖區嘉賓路 2018號 

深華商業大廈 2508室 

電話： +86 755 8268 4480 

傳真： +86 755 8268 4481 
 

上海辦事處 

上海市徐匯區斜土路 2899A號

光啟文化廣場 B 樓 603室 

電話： +86 21 6439 4114 

傳真： +86 21 6439 4414 

 

北京辦事處 

北京市東城區燈市口大街 33 號

國中商業大廈 408A 

電話：+86 10 6210 1890 

傳真：+86 10 6210 1882 
 

Singapore Office 
9 Penang Road  
#07-15 Park Mall  
Singapore 238459 
Tel: +65 6883 1061 
Fax: +65 688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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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投票权可以由股份的结构产生.不同面值的股票必须保持相同的投票权.面值

大的股份的面值不得超过其他股份面值之十倍,而某些决定则必须按资本额投票.

无投票权的股份仅可以参与证的形式发出，参与证需列明面值，因为瑞士法律不

承认无面值之权益。 

  

有限责任公司在注册成立时的配额价值最少为 20,000 瑞士法郎。注册资本之 50%

必须缴足。 

 

6、 注册办事处/代理人 

瑞士注册的公司必须在其所成立的州份中维持一个注册办事处，但无须有注册代

理人。 

 

7、 董事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数最少须有一名，但没有上限。董事会必须至少有一名成员

为瑞士居民而其大多数成员为居住在瑞士的国民。如公司为控股公司，而其大多

数资产是在国外，瑞士联邦政务委员会可就国籍的规定允许有例外的情况。没有

规定会议的地点。 

 

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最少有一名总经理（常务董事），但没有上限。经理中至少须

有一名为瑞士居民。不准有公司团体为董事,但允许使用代名人董事。 

 

对于董事会会议的地点和次数没有强制性的规则，但是不举行会议可能会触犯其

公司董事须尽职责规定。董事会拥有管理权，并可将全部或部分权力委托给董事

经理或经理。 

 

8、 股东名册 

法定记录和名册无须存放在公司注册办事处。 

 

9、 公司秘书 

 瑞士的法律并没有要求公司必须委任公司秘书。 

 

10、 簿册、记录及印章 

股份登记册必须存放在公司注册办事处。公司勿须有印章。公司须有账目但不必

呈交，也勿须呈交周年早报表。董事会成员的姓名、任何其他获授权职员的签署

权力，核数师、股东及资本，均须在公司注册处存档。 

 

11、 财务报表 

 虽然法律部要求公司提交财务报表予商业登记处存档，但是公司仍必须保持会计

凭证，更新账目及编制财务报表，并提供该等报表予股东审阅及提交予税务局作

评说之用。 

 

12、 税务 

联邦税率并不因公司类型而有所分别。所有公司都必须就利润和总资本（股东权

益）缴税。联邦所得税约为利得的 3.63 %至 9.8%不等，因权益报酬率而定。在计

算某一年度的应课税利润时，上一年度的税项可作为可扣减之费用。 

 

13、 免双重征税协议书 

 截止目前为止，瑞士已经和 84个国家及地区签署了免双重征税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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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瑞士公司注册流程 

注册程序及所需时间  

步骤 描述 时间 

   

1 初步搜索、注册及批准公司名称 第一周 

2 准备成立公司所需的文化：协定条款、公司章程、申请注册等 第二周 

3 在指定的存托机构（银行）缴纳公司资本。保管人必须出示其身份

证。外国公民可出示瑞士合伙人的介绍信 

第三周 

4 公司成立及准备成立文件：公司章程或组织细则、接受法定审计机

构审计、被认可的存托机构（银行）确认股本已经缴付，并由该公

司支配。如果成立后的是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住所接受声明。 

第四周 

5 在各州的官方公报公布 第五周 

6 在相应的工商登记管理机构（商业注册处）中登记责任人 第五周 

7 注册为纳税企业 第六周 

 

请留意，上列表格所示注册时间仅供参考，实际注册所需时间一般不需要那么长的时

间。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文件及资料齐备，并且注册顺利，一般情况下 10-14 个工作

日即可完成注册的各项程序。 

 

三、  客户需提供之资料及文件 

 

在提交公司注册申请之前，您必须准备并把以下文件及资料送达我们： 

 

1、 拟注册公司的名称； 
 

2、 股东（最终权益所有人）之护照复印件及之住址证明文件，例如水电费单，银行

对账单或电话费单；如果股东为法人团体，则麻烦提供： 

（1） 公司注册证书或者公司注册处出具之注册资料证明 

（2） 获授权代表公司（股东）签署文件人士之姓名 

（3） 母公司之董事之姓名及住址 

（4） 持有母公司 10%或以上之股东（或董事）之护照及住址证明文件（例如水

电费单，银行对账单或电话费单） 

 

3、 客户问卷表格； 

 

4、 授权注册资本及实际发行资本金额（及每个股东之持股量，如多于一个股东）； 

 

5、 代理股东协议书（如果需要本公司提供代理股东）； 

 

6、 如果多于一个股东，则请提供获授权可以代表所有股东指示本公司提供服务之人

士之姓名及地址； 

 

7、 拟开始注册之时间 

 

8、 希望开设账户之银行名称 

 

9、 拟注册之瑞士公司之业务范围（注册瑞士公司之目的、主要经营之业务）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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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签署之受托协议书及公司管理协议书 

 

四、 瑞士公司注册费用 

 

1、  注册服务费用及相关杂费 

 

（1） 注册服务费 

本公司代理于瑞士申请注册一家私人有限责任公司，包含提供首年注册地

址、首年代理董事费用以及首年的维护费用，总共是 21,930 瑞士法郎（瑞

士法郎与主要货币之兑换率请参阅附表 2）,包含注册费用 8,050 瑞士法郎及

首年维护费 15,080。如果因为拟注册成立之公司所从事的业务范围需要额

外进行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费用根据实际情况另计。详细的服务项目和

费用请参阅下表服务费用明细表。 

 

序号 项目 
金额 

（瑞士法郎） 

1 注册服务费 3,500 

2 公证费用及登记费用 2,200 

3 登记费 600 

4 公告费 600 

5 开设银行帐户 1,200 

6 增值税登记 400 

7 设定会计科目及财务报表申报格式及频率 800 

8 银行开户费用（银行收取） 250 

9 杂费 200 

合计： 9,750 

 

（2） 行政费用（政府登记费） 

上表所列费用已经包含支付予瑞士公证律师及商业登记处之行政收费；所

包含之公证费用及商业登记处行政费用以注册资本 2 万瑞士法郎为准。 

 

（3） 维护费用 

 除了此节所述注册费用，客户还需要预算第一年的维护费用，具体费用请

参阅下文第五节。 
 

2、  付款时间和方式 

 

（1） 付款时间 

本公司的服务费用及相关行政费用必须于开始办理登记申请之前全额支付。 
 

（2） 付款方式 

本公司介绍现金、电汇和支票付款。具体银行资料会于签署服务协议书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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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瑞士公司年度维护费用（仅供参考） 

 

除了前述第四节所示的注册费用，公司注册后还会产生各项维护费用，例如会计、季度

增值税申报以及年度年审及申报费用。为了帮您更加准确的预算，我们把注册后可能产

生的一些维护费用明细列于下表，供您参考。请留意，下列维护费用仅仅是估计的金额，

实际产生的费用可能会较下表所列金额为高。 

 

序号 项目 
金额 

（欧元） 

1 会计及行政管理费用（20 小时，每小时 150 瑞士法郎） 3,000 

2 季度增值税申报（8 小时，每小时 180 瑞士法郎） 1,440 

3 编制年度财务报表及年度税务申报（8 小时，每小时 180 法郎） 1,440 

4 编制年度法定报告、股东大会及其他相关文件、手续 800 

5 当地代理董事（每年） 4,800 

6 注册地址（每年） 2,400 

   

合计： 13,880 

 

连同第四节所列之注册费用，一般情况下，就公司注册、代理董事、注册地址及第一

年的各项申报费用，客户需要预算 24,000 瑞士法郎之费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节所述的年度维护费用，其中当地代理董事服务费及注册地址

服务费是属于固定费用，除非有特别情况，该等费用不会变动。而其他费用，即会计

及税务申报费用，只是初步评估之费用，如果实际业务较少，则实际所需费用可能会

较上表所列费用为低。 

 

六、 注册从这里开始 

以下是如果您决定委托我们进行登记申请后的相关步骤，供您参考。 

1、  签署委托协定并安排付款； 

2、  您着手准备第 3 部分所要求的文件及资料； 

3、 我们准备注册申请表格； 

4、  我们将登记申请表格邮寄、电邮给您安排签署； 

5、 您将签好的文件同第 3 部分要求的文件一并邮递给我们； 

6、  我们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登记申请文件； 

7、  注册完成后，我们将所有证照移交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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