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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里 求 斯
二零一二年六月
概况
政治稳定性

好

是英式司法体系

是

公司类别
最终受益人资料供公众查阅

类别 1 公司

类别 2 公司

只需通知有关政府机构

不需要

征收离岸利得税

15%

零

公司注册证书可载述中文公司名称

可以（如需，另加收 HKD 1,000）

公司注册规定
最少股东人数

一名

一名

最少董事人数

两名

一名

容许法人董事

不容许

容许

需要

不需要

不适用

不适用

设立注册办事处 / 注册代理人

需要

需要

委聘当地公司秘书

需要

不需要

委聘当地董事

需要

不需要

举行当地会议

需要

不需要

董事名册存档于公司注册处

需要

需要

股东名册存档于公司注册处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必须委聘公司秘书
标准法定股本
当地规定

年度规定
呈递周年报表
呈递经审计帐目
港浚商务工作时间及收费
注册新公司所需工作时间 （工作日）
公司成立注册费用

20~30 个工作日
RMB 58,200

RMB 12,500

RMB 36,100

RMB 7,000

没有

没有

一般经常维持费用
标准法定股本公司自第二年起须付的标准每年续期费用
港浚商务常备的现成公司

9
9
9

范围广泛的税务协定条约
致力发展金融服务业
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引入新的公司法

法律及税务

毛里求斯位于印度洋，距非洲大陆东南岸约一千二百英
里。毛里求斯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人口超过一百万。毛
里求斯在独立以前，曾是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因此其法
律制度揉和英国和法国法律的元素。毛里求斯政府一向
致力发展金融服务业。

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毛里求斯引入新的《二零零一年
公司法》。该法取代《一九八四年公司法》和《一九九
四年国际公司法》，亦严格执行尽职审查的规定。
原来的国际公司相等于持有环球业务执照类别二的毛
里求斯公司（类别二公司，即 GBL 二），结构与英属处
女岛国际商业公司（IBC）相似。这类公司毋须纳税，
但必须在公司每年的成立注册周年日向金融服务委员
会（FSC）缴交年度政府费用，并须在每年一月二十日
向公司注册处（ROC）缴付年度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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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离岸公司现相等于持有环球业务执照类别一的
毛里求斯公司（类别一公司，即 GBL 一）
。这类公司可
利用毛里求斯政府不断拓展而且范围广泛的国际税务
协定条约的优势。作为税务优惠公司，类别一公司须按
税率百分之十五纳税。然而，公司可妥为安排业务，利
用一连串减税额，大幅减少实际税率，亦可选择支付较
高税率的税款，以符合母公司所在国控制外国公司的法
例。
如公司的高级职员失责，未能向毛里求斯政府缴付年
费，可被检控。

公司在毛里求斯境内经营和管理。董事和股东的详细资
料必须备存于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公司注册处。
类别一和类别二公司必须在毛里求斯设立注册办事处
和注册代理人。

当地基本架构
所有著名的跨国会计师行均在毛里求斯设立办事处，而
在当地开业的国际性银行数目亦不断增加。然而，当地
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当中，没有一间属独营职业。毛里求
斯具备一流的通讯设施，而新加坡和香港均有航班直飞
毛里求斯。

公司注册规定
本公司的服务
公司可以中文名称命名，而且可把中文名称载于公司注
册证书。
类别二公司：类别二公司的特质与英属处女岛和萨摩亚
公司的相似。公司仅须委聘一名董事和一名股东，法人
董事亦可，但不得发行不记名股票。根据二零零零年七
月通过的《二零零零年财务条例草案》，类别二公司必
须把股东、董事和高级职员名册备存于金融服务委员会
和公司注册处（须缴付若干行政费用），但毋须接受公
众查阅。公司毋须呈递周年报表和经审计账目。
类别一公司：由于类别一公司须遵守额外的尽职审查和
常驻毛里求斯的规定，成立注册类别一公司费用较高。
各类别一公司必须委聘最少两名当地董事，以便查看有
关协定条约，而股东人数最少为一名。现时类别一公司
不可设法人董事，而且必须委聘一名毛里求斯居民为公
司秘书。各公司每年必须呈递经审计账目，并于财政年
度完结后六个月内向金融服务委员会递交有关账目。逾
期呈递经审计账目的类别一公司将被撤销执照。如欲利
用毛里求斯的国际税务协定约定，类别一公司必须证明

本公司可按客户自选指定的名称成立注册公司，更可预
先知会客户所选的名称是否适用。所有类别二公司均备
妥整套公司资料夹，包括公司注册证书、股份证书、公
司章程与细则、法定名册、公司钢印和公司图章。此外，
我们亦可协助客户领取公司存在证书、注册代理人证书
和其他有关公司存在的证明文件。
透过我们在毛里求斯持有执照的信托公司，能为客户提
供必要的长期运营服务，成为所有由本公司成立注册的
毛里求斯公司的注册办事处和注册代理人。我们亦乐意
为其他在毛里求斯成立注册的公司提供上述服务。

业务咨询热线 400-820-0080
香港: +852 2138 1111 上海: +86（21）5150 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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