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企業及個人財富管理專家！

會計師業務範圍

• 會計理帳

• 審計審閱

• 盡職審查

• 上市諮詢 (香港、美國、英國)

• 稅務策劃

資產管理業務範圍

• 投資物業

• 購入生意

• 融資方案

• 風險管理

• 財富管理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www.goodfaithcpa.com.hk

(852) 3115-6446
(852) 6558-2656
goodfaithbc
info@gfbc.com.hk

• 稅務策劃

• 公司註冊

• 律師轉介

• 財富管理

• 商業顧問

• 商業合作

請即到以下網址或掃瞄QR Code了解更多及''預約會計師面談''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由一名資深會計師所創立。

憑藉會計師超過15年經驗，協助超過 500 間中小企面對各種疑難包括會計、核數、

稅務、公司營運、財務、盡職審查、法定所需文件、公司成立或集團及會計賬務處

理等等。

網絡時代已經來臨，傳統會計師樓的服務未必能滿足客戶的實際需要。不論你是準

備創業或是中小企業的老闆，都會面對各式各樣的新挑戰。多元及個人化的商業服

務已是大勢所趨。有見及此，我們與時並進，以客戶的角度出發，提供專業、可靠、

有效率的服務。猶如私人的人生策劃師，為個人及企業提供各種服務的專業意見。

不要猶豫，請即聯絡我們，我們期待與你同步邁進！

3115-6446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版權所有

3115-6446
星期一至五：9:00am - 9:00pm



smesavings

香港首個中小企慳錢服務供應商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成員

星期一至五：9:00am - 9:00pm
www.goodfaithcpa.com.hk

減少交稅 減少開支 融資管理 投資管理 真實個案

一般 1 - 5人公司每年可省掉最少 HK$40,000 - HK$80,000
一般貿易公司或生產商每年可省掉最少 HK$200,000 - HK$2,000,000

致中小企老闆及管理層：你們是否想......

減少利得稅開支

為何選擇我們......

保證由資深執業會計師約見

(852) 6558-2656
(852) 3115-6446

減少利得稅開支

減少融資利息支出

增加營運效益

增加融資額度

減少其他企業開支

增加公司投資收益

提供一條龍服務，節省金錢與時間 一站式服務，更明白客戶需要

保證由資深執業會計師約見

資深執業會計師經驗豐富並持有：
-香港執業會計師牌照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員資格
-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會員資格
-香港註冊財務策劃師
-香港持牌地產物業買賣顧問
-香港強積金及保險註冊代理人 (財富管理及保障)

一站式服務，減省服務費用

最終為企業增加競爭力及流動資金真實個案

X先生經營藥房，經計算後該年度原需要交約HK$40,000稅款，但經我們為x先生做稅務策劃後，稅款顯著減少，
只需交HK$2,000 稅款。連同其他有效方案，該年度合共增加了HK$60,000流動資金。

Y小姐經營珠寶貿易，經計算後該年度原需要交約HK$50,000 稅款，但經我們為Y小姐做稅務策劃後，稅款顯著減
少，只需交HK$5,000稅款。連同其他有效方案，該年度合共增加了HK$70,000流動資金。

Z先生從事生產服裝出口，原融資利息支出每年共HK$4,800,000，但經我們為Z先生尋找及爭取較佳融資條款，利
息共省掉超過HK$2,000,000。

各位老闆，請以電話或whatsapp聯絡我們或掃描呢個QR Code 
填妥份問卷，預約資深執業會計師，以評估 貴公司是否能夠慳

得更多，增加企業競爭力！分分鐘慳到的可以夠老闆一年去幾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版權所有

得更多，增加企業競爭力！分分鐘慳到的可以夠老闆一年去幾

次旅行！使用我們的服務，可以獲得最少HK$500超市禮券！



報稅及稅務策劃

服務簡介

(852) 3115-6446

goodfaithbc
info@gfbc.com.hk

(852) 6558-2656

很多人明白交稅是公民責任，但沒有多少人喜歡交稅，所以到交稅季節時便想逃避，最後一刻才報稅。

其實，報稅最好是一早找專業人士做稅務策劃，分分鐘省下很多金錢及減少交稅。

在此，我想簡單地描述一下稅務策劃的重要性及因由：

1. 合法避稅以減少交稅支出 (早些找專業人士可以有多些時間準備，特別是未做完該年度核數的有限
公司及無限公司)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 準時報稅 (從香港稅務局的資料顯示，很多企業因遲交稅表而遭受罰款)

3. 不要試圖逃稅 (不論全部或部份) (從香港稅務局的資料顯示，一經發現(稅局會抽查企業)，罰款很重
及坐監)

4. 做好稅務策劃 (曾有不少例子為慳稅務策劃費用，結果被稅局詢問問題而引至需要專業人士答信及
需繳交很多稅)

服務收費

服務範圍

涉及稅種 (香港)

-物業稅
-薪俸稅
-利得稅

服務內容

-成為稅務代表(即可代交稅表、代申請延期)
-編制計算表及預計所交稅款
-稅務策劃 (協助如何合法避稅)
-回答稅局問題



會計及審計

服務簡介

(852) 3115-6446

goodfaithbc
info@gfbc.com.hk

(852) 6558-2656

做好一盤帳及把會計文件整理好的重要性似乎是很多中小企業家 (包括1至2人公司)所忽視的，其實做好一盤數
及把會計文件整理好帶來的功能及好處往往超出想像，現簡單介紹一下：

1.減少交稅的基礎 (盤數太亂只會令其會計人員或服務提供者集中把盤帳做妥而沒有時間去做稅務策劃)
2. 企業不時需要查閱以往的交易 (浪費時間去搜尋舊文件)
3. 防礙或誤導企管人員作出商業決定及未來方向 (不準確的會計數據如資產負債表及利潤表)
4. 減少將來的會計及核數費用 (亂的一盤數及會計文件會增加會計及核數費用)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4. 減少將來的會計及核數費用 (亂的一盤數及會計文件會增加會計及核數費用)
5. 核數是有限公司法定每年必須做的，而且遞交報稅表時需要連同經核數的財務報表一同遞

會計可以按個別客戶的需要而提供每月、季度、半年或一年來結帳 (俗稱''埋數'')

服務範圍

會計

-編制資產負債表及利潤表
-會計科目提供明細 (如固定資產、應收及應付帳項等)
-會計文件處理及分類

審計

-進行審計工作並編制整份財務報表 (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指定的會計及審計準則編制)
-進行盡職審查 (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指定的會計及審計準則編制)

請即到以下網址或掃瞄QR Code了解更多及''預約會計師面談''
www.goodfaithcpa.com.hkwww.goodfaithcpa.com.hk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版權所有



 

(852) 3115-6446
(852) 6558-2656
goodfaithbc

會計及審計

服務收費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info@gfbc.com.hk



生意買賣 (收購與合併)

貿易 製造業 服務業 教育 酒店

致個人及企業客戶...........

適合大小投資金額

為何選擇我們？

由資深會計師管理

資深會計師是:
-

www.goodfaithcpa.com.hk

(852) 3115-6446

goodfaithbc
info@gfbc.com.hk

(852) 6558-2656

不同業務可供選擇

零售 科技 金融 執照 其他行業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回報快

進入中國、香港及海外市場

高回報率

先盡職審查後簽約

業務管理服務 一站式服務，更明白客戶需要

-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香港資深執業會計師
-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
-香港註冊財務策劃師
-香港持牌地產物業買賣顧問
-香港強積金及保險註冊代理人

一站式服務，減少成本

最終增加現金流
定期編制財務報告供參考

參考數據 (HK$)
每月利潤 成交價 回本期 回報率

持牌補習社 24,000            120,000     5個月 240%

教育中心 33,000            238,000      7個月 166%

泰國菜館 29,000            700,000     24個月 50%

麵包店 80,000            850,000     10個月 113%

中菜館 100,000            780,000      8個月 154%

手機配件店 40,000            200,000      5個月 240%

藥房 125,000          1,900,000     15個月 79%

請即到以下網址或掃瞄QR Code了解更多及''預約會計師面談''
www.goodfaithcpa.com.hkwww.goodfaithcpa.com.hk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版權所有



公司註冊及成立

服務簡介

(852) 3115-6446

goodfaithbc
info@gfbc.com.hk

(852) 6558-2656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一般情況下，於香港經營業務及從事任何商業活動均須獲取商業登記證，即成立香港公司，否則，稅

務局可按稅例安排罰款及監禁。

香港公司主要分為有限公司及無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可以保障公司負責人，一般情況下，有限公司

負責人的責任上限只須為其股本金額，免去個人責任，註冊有限公司引申的相關費用比註冊無限公司

高，但由於註冊香港有限公司的風險比無限公司低很多，故很多人會選擇成立有限公司。

請即到以下網址或掃瞄QR Code了解更多及''預約會計師面談''
www.goodfaithcpa.com.hk

有限公司必須

註冊商業地址

委任公司秘書、董事及股東註冊

每年保持商業登記證

每年提交公司的申報表

每年提交公司經會計師核數的財務報表

每年提交公司的稅表及稅項計算表

無限公司必須

註冊商業地址

每年保持商業登記證

每年提交公司的稅表、財務報表及稅項計算表

註冊有限公司的好處：

1. 大大減低個人責任風險

2. 較易獲取銀行借貸 (銀行信任經會計師核數的財務報表)

3. 信譽好

www.goodfaithcpa.com.hk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版權所有



 

(852) 3115-6446
(852) 6558-2656
goodfaithbc

服務計劃及收費

公司註冊及成立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info@gfbc.com.hk

請提供以下資料及文件申請成立公司:

- 選擇以上其中一個計劃 (計劃 C 適用於大部份客戶)
- 擬使用的公司中文及英文名稱

- 擬使用的股本 (通常使用 100 股 每股港元1元)
- 各股東名稱及其佔有股權百份比

- 各董事名稱

- 各股東及董事的身份証正反面

請即到以下網址或掃瞄QR Code了解更多及''預約會計師面談''
www.goodfaithcpa.com.hkwww.goodfaithcpa.com.hk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版權所有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852) 3115-6446
(852) 6558-2656
goodfaithbc

或請到以下網址或掃描QR Code了解更多及''填妥問卷''
www.goodfaithcpa.com.hk/propertyup.html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www.goodfaithcpa.com.hk

版權所有

info@gfbc.com.hk

我們跟大部份銀行、財務公司、按揭公司及律師合作，無論你是新按、轉按或加

按套現，凡經我們申請，都能夠享有以下獨家優惠：(絕對沒有任何收費！！)

免費比較大部份銀行及財務公司的利息及優惠

保證現行最低利息

保證現行最高現金回贈

保證最高按揭成數

額外超市禮券由HK$1,000 - HK$2,000

送"善用物業升值"方案，沒有額外成本的情況下增加將來現金流數百萬，
詳情請"按此"或瀏覽www.goodfaithcpa.com.hk/propertyup.html

按揭律師轉介

資深執業會計師全程跟進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Reliable)

獨家按揭優惠！！

慳埋咁多每年去多幾

次旅行都得啦！

快D供完層樓咁就快D享
受優質生活啦，So Easy!!

請即聯絡我們索取申請表格，以享用獨家優惠！



縮減按揭供款年期

零成本

資產不斷增值

最低收益及本金保証

增加將來現金流數百萬

不用浪費樓價升值

不影響現有自住或租金收入

不影響將來賣樓決定

不影響目前現金流

靈活度高

善用現有物業升值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852) 3115-6446
(852) 6558-2656
goodfaithbc

我想快D供滿層樓，但又唔想額外拿錢出黎，可以點做呢？
我自住或放緊租出去架，所以物業升值唔關我事啦？

我有些資金，但唔想全部放落樓股債市，但又要抗通賬......
除左租金收入，還可以利用層樓增加額外收入！

專業既註冊香港資深執業會計師教你如何不用增加成

本既方式增加將來的現金流數百萬!! 退休？ So Easy!

層樓已供滿，唔賣樓既情況下可以做D咩增加現金流？

請即到以下網址或掃描QR Code了解更多及''填寫問卷''
www.goodfaithcpa.com.hk/propertyup.html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www.goodfaithcpa.com.hk

版權所有

業主請留意!

只要你係業主，就有機會免費攞走以下其中一項禮品：

禮品 1: iPhone (最新型號)
禮品 2: iPad Pro
禮品 3: 超市禮券 HK$5,000

info@gfbc.com.hk

快D 掃描呢個QR Code填妥份問卷，
就知道有無機會攞走份禮品，兼且

增加將來的現金流，最重要係一蚊

都唔使出！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852) 3115-6446
(852) 6558-2656
goodfaithbcwww.goodfaithcpa.com.hk

善用現有物業升值 / 資金運用

請認明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註冊會計師事務所名錄

https://www.hkicpa.org.hk/app/hkicpa_app/practicedirectory/index.php

香港公司註冊處網上查冊中心
https://www.icris.cr.gov.hk/csci/cns_search.jsp

為何選擇我們......

以專業角度及經驗為客戶分析

保證由資深執業會計師約見

資深執業會計師持有：
- 香港資深執業會計師牌照

- 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資格

- 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會員資格

- 香港註冊財務策劃師

資料絕對保密

資深執業會計師二十年經驗

絕對安全

請即到以下網址或掃描QR Code了解更多及''填寫問卷''
www.goodfaithcpa.com.hk/propertyup.html

版權所有

www.goodfaithcpa.com.hk/propertyup.html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info@gfbc.com.hk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

服務簡介

(852) 3115-6446

goodfaithbc
info@gfbc.com.hk

(852) 6558-2656

置業或物業投資是人生非常重要的目標，因為磚頭帶來巨大財富，足以影響個人財富的累積及退休質

素。香港地少人多，需求有增無減，經濟仍不斷增長，長遠來說，香港的物業能平穩地增長。

本公司的資深會計師持有地產代理牌照，該服務範圍有二：

1. 物業買賣及租賃代理
2. 物業租賃的管理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 物業租賃的管理

物業買賣及租賃代理

根據客戶的要求如物業地點、物業類型及特點、單位方向、價錢、裝修要求等等協助客戶尋找合適的

單位用作自用或投資。物業主要是位於香港，海外物業按客戶需求而定。

物業租賃管理 (一條龍服務)

從投資角度，國內或海外居民未必有時間去分析物業資料、視察物業、處理收租事宜甚至沒有時間過

來香港簽署文件但又不想浪費現有機會投資物業作收租及待升值用途，尋找合適的管理物業買賣及租

賃公司就變得相當重要。

管理服務包括尋找優質租客、洽談租賃條款、安排簽署租賃合約、單位裝修事宜、代收取每月租金及

處理租客有關問題等。



 

(852) 3115-6446
(852) 6558-2656
goodfaithbc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

目標客戶

內地居民

1. 欲投資香港或海外物業作收租及待升值用途

2. 欲為安排子女於香港讀書或工作為目的

3. 欲自住配合做生意作''專材''來香港定居

4. 欲尋找可靠的專業人士辦理有關事宜

香港居民及海外居民

1. 欲尋找專業及可信的地產代理處理閣下的寶貴資產

2. 欲尋找具專業會計師身份的地產代理作多一個意見分析

3. 欲避免收到過多的宣傳電話或訊息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info@gfbc.com.hk

服務範圍

物業買賣及租賃代理

- 替買家尋找合適單位

- 替或與買家視察單位

- 替買家分析單位是否切合所需

- 替買家分析是否通過按揭申請及壓力測試

- 替買家查核單位的法律有效性及處理法律文件

物業租賃管理

- 尋找合適單位作投資收租用

- 尋找優質租客

- 洽談租賃條款

- 安排簽署租賃合約及打厘印

- 處理法律有關文件

- 處理單位裝修事宜 (如有的話)
- 代收取每月租金 - 處理租客有關問題

物業種類

香港物業 / 單位

1. 所有住宅類型

海外物業 / 單位

1. 住宅1. 所有住宅類型

2. 工業大廈

3. 商業大廈

4. 商鋪

1. 住宅

2. 商業大廈



財富管理及投資

服務簡介

(852) 3115-6446

goodfaithbc
info@gfbc.com.hk

(852) 6558-2656

財富管理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決定，找到合適的專業顧問為閣下策劃及管理財富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雖然現今社會屬知識型經濟，但是很多人還是對財富管理存在誤解或只了解一部份，因此而浪費了及

早策劃的最佳時機，而且往往到有財務需要時顯得手忙腳亂。

當閣下羨慕別人的財富同時有沒有想過他們原本不是那麼的富有？財富不是幾個月或幾年的銀行儲蓄

便足夠，繁忙的工作又不能令閣下精通金融股票市場，亦沒有時間時常留意價位。要掌握先機及獲得

理想回報，需要花大量時間研究同分析。作為專業的理想伙伴，我們將提供全方位的理財方案，根據

www.goodfaithcpa.com.hk

聰誠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聰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理想回報，需要花大量時間研究同分析。作為專業的理想伙伴，我們將提供全方位的理財方案，根據

閣下的取向及財富目標出發，助你實踐財富增值大計。

本公司的資深會計師是香港及外國知名財富管理公司的專業顧問，財富管理公司具市場領導地位，於

香港及美國上市，其信貸評級屬於頂級，配合顧問擁有會計師專業資格，使其財富管理提供的意見、

跟進及服務更專業、保密、持平、誠信及有效率。

儲蓄 醫療

危疾

保費融資

人壽保險

意外

投資 員工福利

財富傳承 主要員工保險 公司保險 整付計劃

我們提供度身訂做的財富及保障管理計劃，能為閣下達成夢想，為自己及子女並世代的財富

一般保險 強積金 旅遊保險 車保

儲蓄計劃如何安全地獲得9.5%回報率？
投資計劃如何長遠地獲得15%回報率？
如何利用槓桿方式倍大資產？
如何以相宜價錢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醫生、藥物、住院)？

得以永續傳承，我們的會計師兼財務策劃師專業會你服務，請即聯繫我們，趁早為自己及子

女的將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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