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份客戶通訊是為客戶提供感興趣之資料，並不能視為專業意見，如客戶需要更多資料或有任何疑問，請與本所職絡。 

This Newsletter is design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subjects which may be of interest to our clients. It is not intended as professional advice.  
If you need more information or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us.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 (1)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LPF)（第 637 章）（下稱「該條例」）已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

實施。該條例建立新的有限合夥基金制度，讓私人基金可在香港以有限責任合夥的形式

註冊。 

引入有限合夥基金制度是為促進香港作為首要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吸引私

人投資基金（包括私募基金及創投基金）在香港成立和註冊，以便將資本引入實體行業

公司，包括位於大灣區的創新及科技領域的初創企業。 

有限合夥基金為結構上屬有限責任合夥形式的基金，用以管理投資，務求為其投資者帶

來利益。符合有限合夥基金制度下的註冊資格的基金須由一名須就基金的債項和義務承

擔無限法律責任的普通合夥人及最少一名就其法律責任是有限的有限責任合夥人組成。

根據《有限責任合夥條例》（第 37 章）以有限責任合夥的形式設立及註冊的基金如符

合該條例的資格規定，可獲註冊為有限合夥基金。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的主要優勢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LPF) 制度幾乎具有與其他離岸基金註冊中心（如開曼群島）同

等的特徵，包括：- 

• 註冊成本低 

• 對投資範圍無限制 

• 靈活的出資和利潤分配 

• 合夥人可自由制定合同條款 

• 簡便的註銷和解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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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LPF 將私募基金的“離岸”功能和“在岸”投資結合了起來，相比開曼離岸基金，

又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優勢： 

 

 從基金結構優化的角度看—通過將基金註冊在香港，可以使基金結構與管理地點保

持一致，從而簡化了基金結構。 

 

 從稅收協定角度看—在香港設立基金，在香港募集資金，在香港進行項目投資，

LPF 就有資格成為香港稅收居民，這無疑能夠加強基金的實質性，完美實現“經濟

實質”。 

 

  從稅收優惠的角度看—註冊 LPF 的費用和設立普通公司註冊差不多。如果有限合

夥基金符合《稅務條例》（第 112 章）中「資金」（並是合格資產）的定義，則

可免征利得稅。 

 

綜上所述，LPF 的啓動標誌著私募基金工具嶄新的一章。隨著私募基金日漸普及，香港的

有限合夥基金制度將健全和蓬勃地發展。投資者可適時而動，考慮香港在岸私募基金投

資。 

 

如客戶有任何相關業務配合或安排需要，歡迎聯繫我們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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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fice 總行 

[電話]（852）2838 0448  

[傳真]（852）2838 2846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 88號粵財大廈 22樓 

22/F., Guangdong Finance Building,  
88 Connaught Road West,  
Sheung Wan, Hong Kong  

 

Yuen Long Branch 元朗分行 

[電話]（852）2838 3633 

[傳真]（852）2838 3433 

[地址] 香港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129-131 

號朗輝中心 1樓 

1/F., Longfield Centre, 129-131  
Castle Peak Road, Yuen Long,  
N.T., Hong Kong  
 
 

Kwun Tong Branch 觀塘分行 

[電話]（852）2838 3386 

[傳真]（852）2838 3944 

[地址] 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 64 

號源成中心 6樓 608室 

Unit 608, 6/F., Yen Sheng Centre,  
64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With effect from 1 October 2020, the registration fees for annual returns (except 

for late delivery) charged by the Companies Registry will be waived for two years, 

from 1 October 2020 to 30 September 2022 (both dates inclusive).  However, the 

fee waiver will not apply to late deliveries.  In cases of late delivery of annual returns, 

companies are still required to pay the statutory higher registration fee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date of delivery, even though the date of delivery is within the period 

of wa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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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Reduction on Annual Return 

 

由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公司註冊處將會寬免周年申報表的登記費用（逾期登記除外），

為期兩年（由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天）。然而，有關寬

免並不適用於逾期交付的周年申報表。公司如逾期交付周年申報表，即使於寬免期內交付

有關申報表，仍須繳付依據交付日期計算的較高登記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