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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手工业企业所需的手续开办手工业企业所需的手续开办手工业企业所需的手续开办手工业企业所需的手续 
手工业企业注册是什么？ 

基准准则 

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的 443 号法律。（总法）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四日的 1 号地区法律。 

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的 443 号总法和地区法律管理手工业企业注册。依据特殊

协定， 商会调控手工业企业注册。 
手工业企业都应该在手工业企业注册上登记。这个登记带来在企业登记上手工

业企业的注册。 
手工业企业可以是个体企业或是公司；如果打算在手工业企业注册上登记的公

司是合股公司的话，多数合伙人必须在生产的时候进行自己的体力劳动。要是

只有两位合伙人， 至少一位合伙人应该工作；如果要登记的公司是两合公司的

话， 每个无限责任合伙人必须工作还不可以是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或其它两合公

司的合伙人；如果要登记的公司是单人责任有限公司的话， 股东应该是公司董

事还不可以是其它有限公司的单股东或两合公司的一位合伙人。工作比资产更

重要。股份公司与两合股份公司不可以在手工业企业注册上登记。 
从二〇〇一年起有下述特点的有限公司也可可可可在手工业企业注册上登记∶ 

“如果遵守第 443 号法律规定尺寸限制和有第 443 号法律第三条第一段落规

定目的的有限公司向全省手工业者委员会申请登记的话， 它有获得登记的权

利， 只要多数合伙人（ 两位合伙人中，至少一位）在生产的时候进行自己的

体力劳动，还拥有公司资本大多数股票与公司大审议权。” 
下属工作人员， 企业主， 在手工业企业注册上登记的公司经营合伙人， 无限

责任合伙人， 有限公司的单主任， 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都不可

以在手工业企业注册上登记。 
企业家要在开业后三十天或者获得法律规定的条件后三十天之内申请登记， 而
公司要在合股契约在企业登记注册后三十天之内向全省手工业者委员会申请登

记。 
申请人向领土主管企业登记办公室提出登记申请。企业登记办公室把申请表格

给手工业企业注册办公室。手工业企业注册办公室授予注册号后，就实行实

现， 包括救济和慈善的实现， 按照企业登记注册法律。反对申请驳回企业家

可在驳回审议通知后六十天之内向全区手工业者委员会上诉；而且反对全区手

工业者委员会的审议企业家可在审议通知后六十天之内向民事法庭上诉。 

按照二〇〇九年第 1 号地区法律第二十五条第一段落，商业证实与对企业处以

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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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必要条件 

 

为了在手工业企业注册上登记必须有下述的条件: 

 

• 法定年龄; 

• 在生产的时候主要进行自己的体力劳动; 

• 没受妨碍登记的刑罚（破产， 反黑手党措施）; 

• 企业自治; 

• 产品生产， 也粗制品生产， 或者劳动提供; 

• 尺寸限制: 法律规定下属最大数包括进行自己体力劳动的合伙人， 除了

一位（合伙人）， 合作亲戚， 学徒，除了残疾人和家庭手工业工人， 
只有家庭手工业工人不占全工业下属的三分之一多（除了学徒）。 

 

1. 无批量生产工业可以有的下属最大数是十八位人; 这个数包括学徒（最

大数: 九位学徒）。要是补充工人是学徒的话， 下属的最大数可以是二

十二位人。 

 

2. 批量生产工业（不完全自动生产）可以有的下属最大数是九位人;这个

数包括学徒（最大数:五位学徒）。要是补充工人是学徒的话， 下属的

最大数可以是十二位人。 

 

3. 艺术传统加工和定做服装的缝制工业可以有的下属最大数是三十二位人;

这个数包括学徒（最大数:十六位学徒）。要是补充工人是学徒的话， 
下属的最大数可以是四十位人。 

 
4. 汽车运输工业可以有的下属最大数是八位人。 

 

5. 建筑工业可以有的下属最大数是十位人;这个数包括学徒（最大数:五位

学徒）。要是补充工人是学徒的话， 下属的最大数可以是十四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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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时所需出示的文件 

 
个体企业 

 

1. 登记表格:签字并带上一张 14.62 欧元的印花税票; 

2. 31.00 欧元行政费缴款的收条 ; 比拉市商业局  Camera di 

Commercio di Biella Via Aldo Moro 15/b – BIELLA 编号是: 

C/C 12511135; 在邮政账户付款通知单上请填写下述支付项目: 

“Diritti di Segreteria per Iscrizione all’Albo Artigiani”. 数

额也可以到比拉市商业登记处窗口交付; 

3. 一些业务的进行要求一张许可证假释这样的话，企业家要交给

职员作准或复印开始工作通知件 (如果通知件是一项复印文

件， 企业家要出示作准文件)。比如， 这些业务是:食品手工业

作坊 , 烤肉铺 , 冰激淋店  (保健开始工作通知  ”D.I.A. 

SANITARIA”); 汽车运输公司 (载重汽车通行证或汽车证件办

事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 “A.C.I.” 临时通行证); 垃圾和废物收

取/运输 (意大利垃圾收取公司注册的许可证; 在皮得蒙区都灵

商会发给许可证); 如果业务要求同业工会登记， 企业家要把登

记证件交给商会; 如果同业工会登记是商业法给的话， 没有必

要交登记证件。 

4. 非欧盟外国移民要出示原为个体经营居留许可（或为丛属关系

工作，政治避难， 家庭团聚）也要附带复印居留许可。 

5. 企业主的身份证复印件。 

6. 年税：88.00 欧元， 在商会窗口申请登记同时付款， 或在申

请登记三十天内按照 F 24 表格执行。 
公司 

1. 登记表格：带上一张 14.62 欧元的印花税票并每个合伙人都的

签字（合股公司）， 每个无限责任合伙人都的签字（两合公

司），每个代理人都的签字（有限公司）。 

2. 见上个体企业第三和第四段洛。 

3. 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 31.00 欧元行政费缴款的收条 ; 比拉市商业局  Camera di 

Commercio di Biella Via Aldo Moro 15/b – BIELLA 编号是: 

C/C 12511135; 在邮政账户付款通知单上请填写下述支付项目: 

“Diritti di Segreteria per Iscrizione all’Albo Artigiani”. 数

额也可以到比拉市商业登记处窗口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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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企业的更改 

 
企业家要通知手工业企业注册部每个手工业企业更改。 如果手工业企业是个体

企业的话， 手工业者要在企业更改后三十天之内用更改表格通知手工业企业注

册部。如果手工业企业是公司的话， 公司的董事要在公证书在企业登记注册后

三十天之内用更改表格通知手工业企业注册部。 

企业家要更改表格附上 10.00 欧元行政费缴款的收条; 比拉市商业局 Camera 

di Commercio di Biella Via Aldo Moro 15/b – BIELLA 编号是: C/C 12511135; 

在邮政账户付款通知单上请填写下述支付项目: “Diritti di Segreteria per 

Iscrizione all’Albo Artigiani”. 数额也可以到比拉市商业登记处窗口交付。 
更改手工业企业所需要的文件： 

 

• 开始新工作：更改企业表格; 

• 公司的合股契约更改，企业或公司名称更改，本部更改，股东组成更改:

公证书必须在企业登记已经注册; 

• 企业或公司本部更改: 如果企业拥有许可证的话，修订许可证是必要的; 
• 个体企业主或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注意: 合伙人、合作亲戚开始或停工作，即公司的股东组成不变， 都是免税
的。 
 

 
结束企业所需的文件 

 
为了结束企业，企业家要寄送结束表格; 表格上要写他的签字或合伙人的签字

（公司），加一张 14.62 欧元的印花税票和申请里附上个体企业主或公司代理

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结束企业声明无需交文书税。 
 

理发专业资格 

 
为了进行理发活动，企业家要获得全省手工业者委员会的专业资格证明书，然

后要把他开始工作了通知市长。通知市长以后，企业家要向手工业企业注册或

企业登记申请登记。 
为了获得专业资格证明书企业家必须在手工业企业作为企业主已经进行过理发

活动或在手工业企业作为下属、合作亲戚、合伙人至少两年进行过全职的资格

理发活动，或根一位理发师学了三年徒，然后工作了一个月作为资格理发师, 
或参加皮埃蒙特地区或意大利国家的专业课程以后， 根据有关法律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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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专业资格证明书企业家必须寄送承认必要的条件申请表格， 劳动手册

复印件或职业介绍所声明证明两年时间的下属工作或三年时间的学徒或两年时

间课程的证书复印件或相同文件。 
表格上要贴一张 14.62 欧元的印花税票， 签字。 
承认必要的条件申请行政费：3. 00 欧元。 

 

 
美容师证书 

 
为了开美容店美容师必须有皮埃蒙特地区专业学校的专业资格证明书。市政府

留意到美容店开门。 

公司也个体企业都可以开美容店; 只要遵守第 443/85 号法律和第 54/92 号地

区法律（美容师的第 1/90 号法律的实行准则）的规定尺寸限制和条件。 
美容师不可以流动地或在停车场工作， 而可以在顾客的家或者在师府确定的地

方工作（即在遵守市府规章条件的房间）。在同一地方美容师也可以当理发师

或美发师。 
为了开始工作，美容师要， 完成义务学业后，顺利通过一场特别考试。考试之

前， 美容师必须取得下述经历之间的一个经历： 

1. 皮埃蒙特地区的两年制专业资格课程（ 至少九百个小时每年）加一年制

专业课程或在美容院工作一年; 

2. 学徒合同或业务学习合同加在专科诊所或美容院全部下属工作一年，加

参加（至少三百个小时）一门皮埃蒙特地区理论教学课程; 

3. 在美容院作为下属、合作亲戚、合伙人专业全部工作（至少三年工作在

过去五年内）加参加（至少三百个小时）一门皮埃蒙特地区理论教学课

程; 

 
如果企业是公司企业的话，包括合作社，每个美容师合伙人和下属都要有必要

的业务条件。 

 
为了获得三百小时课程的参加批准件，申请人要向手工业企业注册办公室提出

申请与申请里附上证明他有必要条件的文件。申请表格上要贴一张 14.62 欧元

的印税票。 
申请人可以在商业登记处窗口要求申请表格。 

美容师证书申请行政费：3.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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