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SARL)                       
公共有限公司 (S.A.) 

股本 
SARL: 最低 €12,500                     
S.A.: 最低 €1,000 

股东 
SARL: 最少一名股东                    
S.A.: 1-40名股东 

所需时间 
约10-15个工作天

 

注册办事处 
须在卢森堡设立注册办事处

周年申报 
每年须递交一份周年申报表 

股东大会
每年举行一次周年股东大会  

法定记录保存
公司记录须留存和可供查阅

欢迎来到冯兆林余锡光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致力于通过专业而谨慎的跨境会计
和企业服务为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多价
值。

我们尽一切努力照顾好每一个人，无论
是客户、业务合作伙伴、管理人员还是
我们的团队。

卢森堡公司 开阔心灵
开放思维
开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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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卢森堡注册公司简介
序言 
卢森堡大公国及其首都卢森堡市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其历
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卢森堡是欧盟、北约、联合国和
经合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
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审计院等欧盟机构的所在地。

卢森堡人口超过590,000人（截至2017年1月1日），当中占
47.7%是外国人。作为一个国际中心，卢森堡通用三种法定
语言：卢森堡语、法语和德语，英语也是常用的语言。

通过优越的高速公路网络，国际机场和良好的铁路基建连
接到欧洲其他地区，其首都可以轻松到达其他欧洲国家。加

上卢森堡的政治、财政和社会稳定，高技能和多语种国际劳
动力以及高水平的生活质素，吸引了很多国际投资者。卢森
堡是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和超过35,000家控股公司的欧洲
总部所在地。

为什么选择卢森堡作为国际商业投资的地点？ 
根据世界银行2017经商环境报告，卢森堡在跨境业务方面一
直名列前茅，并且在最优惠税收环境中排名第10位。卢森堡
亦享有欧洲最低的增值税率。卢森堡有许多有利于双重征
税协议的税收计划和激励措施，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的财
政架构。卢森堡与中国之间签署的双重征税协议（DTA）也
被认为是中国已签订的双边税务协议中最优惠之一。

卢森堡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是成熟且得到高度认可的，每家
主要银行（包括在卢森堡设立欧洲总部的六家最大的中资
银行）都有在卢森堡市设立分行。卢森堡也是外国投资者进

入欧元区的中心和入境点。值得一提的是，卢森堡也是人民
币业务的中心、欧洲证券结算和基金中心。

如有查询，请联络 +852 2541-6632 
或电邮至 info@fungyuco.com | fungyu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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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卢森堡的投资者可以选择成立多种不同种类的公司，包括
独资企业，合伙企业（SENC），有限合伙企业（SECS），公共
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 公司（SARL）或简化有限责任 公司
（SARL-S）。
有限责任公司（SARL）和公共有限公司（S.A.）是卢森堡两
种最常见的公司类型。本小册子将重点介绍SARL 和S.A.的
成立及维护须注意的地方。

金融控股公司 SOPARFI
金融控股公司（SOPARFI）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司，主要是
在卢森堡进行控股和融资行为的操作工具。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的结构为有限公司，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收购这些实体中
拥有投票权的大部分股份来控制其他法人实体。

SOPARFI不享受任何特殊税制，所有商业活动均须缴纳公
司所得税和增值税。然而，通过将其活动限制为持有投资，
SOPARFI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显著降低其税收负担和收益，并
对收到的股息和资本收益免税。

选择最合适的架构需就每个个案而定。我司的顾问将乐意
为您提供建议并陪伴您完成这重要的第一步。

SARL和S.A.的特点
税务制度
卢森堡的税率为29.22%，包括：

·   企业所得税（CIT）为18.00%；

·   企业所得税金额的7%的团结税；

·   市政营业税6.75%；

·   财富税为净资产的0.5%。

自2013年1月1日起，适用的最低企业所得税为3,210欧元
（包含7%的附加费）。

然而，在某些条件下，SOPARFI的股权股息和资本收益可以
得益于免税制度，即：

·   SOPARFI承诺持有全额纳税公司至少10%的股份至少一
年；

·   或者，如果股票的收购价格高于120万欧元的股息和600
万欧元的资本收益。

与此免税收入有关的直接费用不能在免税收入金额中减
免。

如有查询，请联络 +852 2541-6632 
或电邮至 info@fungyuco.com | fungyu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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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公共有限公司 (S.A.) 有限责任公司 (SARL)

股本 最低为 €31,000
成立时必须最少25%到位

最低为 €12,500
须于公司注册时全额到位

股东 人数：最少需有一名股东，人数没有上限
股东名册：将在卢森堡商业登记处留档备案

人数：最少需有一名股东，最多为40名
股东名册：仅需保留在公司的注册办公室，不会向外
公布

股份 种类：已记名或不记名股票
转让：根据注册股份协会章程的规定，可以完
全转让给持票人
股份类别：有或没有投票权；有或没有分红的
权利

种类：只有已记名股票
转让：受法律约束并在公司章程中定义
股份类别：只有投票权和股息权

董事 仅接受唯一董事的股东结构；
三位董事（如有要求）
董事可以在海外

最少有一名董事并必须是由股东任命
董事可以在海外

股东大会 须每年举行一次周年股东大会 正常每年举行一次周年股东大会，但当公司少于25个
股东时，可以进行书面决议案

如有查询，请联络 +852 2541-6632 
或电邮至 info@fungyuco.com | fungyu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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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公司注册程序

公司名称 
在公司注册之前，可先于卢森堡贸易登记处检查所选名称的
可用性。在二到三天内，卢森堡贸易登记处将颁发免费公证
书，确认公司名称的可用性。
 
确定合并者和最终受益所有人 
在注册之前，公证人需要：
·   对于个人董事和股东：护照复印件和地址证明；
·   对于公司董事和股东：公司注册文件及公司代表人之护照

复印件；
·   对于终极受益所有人：护照和地址证明，亦有可能会要求

提供简历。

另外，需要提供详细的组织结构图，说明将成立的卢森堡公
司与最终受益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公司契约 
公司契约，包括公司章程，必须提交给公证人，由公证人确保
符合所有法律要求。此契约和章程可以用卢森堡语、法语、德
语或英语版本草拟。如果是英语，则须附上卢森堡语、法语或
德语认证的翻译本。公证人还要提供证明公司最终受益所有
人的姓名。

公司契约以及公司章程必须在卢森堡公司注册处，然后在公
司成立之日起一个月内由公证人向卢森堡商业登记处提交，
然后才能在卢森堡官方公报上公布。

实际资本
实际资本在以新成立的公司名义开设的卢森堡银行账户中将
被暂时冻结，以确保公证人可顺利接收资金。亦可以在国外
开立银行账户，只要所选银行能够提供证明公司资金转移和
“可阻止证书”（certificat de blocage）。

SARL和S.A.有不同的资本要求：SARL最低实际资本为12,500
欧元，必须100%到位；而S.A.的最低实际资本为31,000欧
元，其中必须至少25%到位。

股本可以用任何外币表示，并分为若干股份，有或没有名义
价值。

注册办事处
公司必须通过租借办公室或与信托公司签订协议，在卢森堡
设立注册办事处。

业务规则
某些职业和交易活动需要获得营业执照。但是，SOPARFIS和
控股公司不受任何营业执照的约束。SOPARFI不受CSSF或任
何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或监督。

监督和法律审计账目
每年账目必须给卢森堡注册的审计师或特许会计师来制作审
计报表。

所需时间
成立卢森堡公司是一个简单的程序。一旦提供了所有KYC文
件和银行的“可阻止证书”，通常需要10-15天完成。

年度要求
周年申报：所有公司都必须在下一个纳税年度的5月31日之前
提交周年申报表。
年度合法合规审核（年审）：每家卢森堡公司须进行年审。

如有查询，请联络 +852 2541-6632 
或电邮至 info@fungyuco.com | fungyu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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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内地、香港及
欧洲营商法规

服务承诺：
及时，专业，合理

近百名财税及企业
服务专才

丰富的中大型企业
跨境投资顾问经验

提供会计审计及不同
层面的企业服务

创立至今
逾五十年

注册卢森堡公司流程

我司会协助查册名称可否注册

如：须发行股份的数量，董事及股东
的护照复本/最近2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及公司业务性质等

注册卢森堡公司向卢森堡公司注册处
提交注册文件

客户提供拟注册的公司名称

客户提供公司架构的资料

客户完成付款程序

我司准备所有注册文件
给客户签署

前期准备

10-15个工作天

2-4个工作天

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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