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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TION FORM FOR FORM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 (QFSC_V1-09) 

報價表格報價表格報價表格報價表格 - 開辦中國企業開辦中國企業開辦中國企業開辦中國企業 (QFSC_V1-09) 

 

Information of Company 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 

Name of Company 

公司名稱 

 

Contact Person Name 

聯絡人姓名 

 Contact No.  

聯絡電話 

 

Email 

電郵 

 Fax No. 

傳真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Chinese Enterprise: 

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 

1. Nature of Investor 投資者性質投資者性質投資者性質投資者性質 □ Individual 個人 □ Corporation 有限公司 

2. Scope of business (please provide 

the details such as nature of 

products, target market, etc.) 

經營範圍經營範圍經營範圍經營範圍 (請儘量提供細節請儘量提供細節請儘量提供細節請儘量提供細節，，，，如產品種如產品種如產品種如產品種

類類類類，，，，目標市場等目標市場等目標市場等目標市場等) 

□ Services 服務 □ Trading 貿易 □ Manufacturing 生產 

□ Others 其他:   

   

     

3. Location (City)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 Shenzhen 深圳 □ Guangzhou 廣州 □ Shanghai 上海 

□ Beijing 北京 □ Others 其他: _______________ 

4. Do you require Import & Export right? 

是否需要貨物出口權是否需要貨物出口權是否需要貨物出口權是否需要貨物出口權 
□ Yes 是 □ No 否 

5. Do you require Inbound Sales right? 

是否需要貨物內銷權是否需要貨物內銷權是否需要貨物內銷權是否需要貨物內銷權 
□ Yes 是 □ No 否 

6. Do you require to apply for VAT Sales 

Invoices? 

是否需要申領增值稅發票是否需要申領增值稅發票是否需要申領增值稅發票是否需要申領增值稅發票 

□ Yes 是 □ No 否 

7. Have you already got office address? 

是否已物色辦公地點是否已物色辦公地點是否已物色辦公地點是否已物色辦公地點 

□ Yes 是，  □ No, Please go to Q8 

否，請轉至問題 8  Location地點:   

Please go to Q10 請直接跳至問題 10 

8. Require us to find office / virtual office 

address on behalf of yourself? 

是否需要代物色辦公室是否需要代物色辦公室是否需要代物色辦公室是否需要代物色辦公室 / 虛擬辦公室虛擬辦公室虛擬辦公室虛擬辦公室 

□ Yes, Please go to Q9 

是，請轉問題 9 

□ No, Please go to Q10 

否，請直接跳至問題 10 

9. Requirement of office 

對辦公室之要求對辦公室之要求對辦公室之要求對辦公室之要求 

□

  

For registered address purpose and handling of mail/parcel 

only, no need to work in office 

 毋須辦公，僅用以註冊公司及收取信件郵包 (虛擬辦公室) 

□ Need to work in office 須辦公: 

 - Area required 所需面積: _______________   

 - Budget rental (Monthly) 租金預算(每月): _______________ 

10. Require us to open PRC bank account 

on behalf of yourself? 

是否需要代辦開立銀行戶口是否需要代辦開立銀行戶口是否需要代辦開立銀行戶口是否需要代辦開立銀行戶口 

□ Yes 是 □ No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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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Chinese Enterprise (Cont.): 

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請提供下列擬開辦之中國企業之資料(續續續續): 

11. Require us to arrange capital 

verification? 

是否需要代辦驗資及有關手續是否需要代辦驗資及有關手續是否需要代辦驗資及有關手續是否需要代辦驗資及有關手續 

□ Yes 是 □ No 否 

12. Require us to arrange qualified 

accountant and handle monthly 

taxation issue (statutory 

requirement)? 

是否需要代安排合資格財務人員每月處理是否需要代安排合資格財務人員每月處理是否需要代安排合資格財務人員每月處理是否需要代安排合資格財務人員每月處理

會計報稅會計報稅會計報稅會計報稅 (法定要求法定要求法定要求法定要求) 

□ Yes 是 □ No 否 

13. Require us to arrange Chinese Notary 

services? 

是否需要代安排中國公証文件是否需要代安排中國公証文件是否需要代安排中國公証文件是否需要代安排中國公証文件 

□ Yes 是 □ No 否 

Please indicate the channel which you know our company 閣下透過以下何種途徑得知本公司之服務閣下透過以下何種途徑得知本公司之服務閣下透過以下何種途徑得知本公司之服務閣下透過以下何種途徑得知本公司之服務 

□ Internet 搜索互聯網： □ Google □ Yahoo □ MSN □ Baidu □ QQ 

□ 
Newspaper / Magazine 報紙/雜誌 

(please indicate 請註明)： 
□ Leaflet 傳單 □ Yellow Page 商業電話簿 

□ 
Referral 朋友轉介 

(please indicate 請註明)： 
□ 

Others 其他 

(please indicate 請註明)： 

Please fax this form to (852) 3105 9531 or email to info@genacct.com .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soon. 

請把此表格傳真至 (852) 3105 9531 或電郵到 info@genacct.com，我們會盡快回覆閣下的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