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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业公司
伯利兹（ＢＥＬＩＺＥ）

一般信息
地理位置
伯利兹（Ｂｅｌｉｚｅ），亦称为贝里斯，位于中美洲，紧临墨西哥犹加顿半岛之南部，东面临加勒比海，
西南边接壤危地马拉，国家面积约 ２３ 平方哩，雨林占了 ６５％的区域，南到北最长 １７４ 哩，西到东
最宽为 ６８ 哩。从美国飞到贝里斯须二小时的飞行航程，每日从休斯敦，纽奥良，迈阿密，宏都拉
斯，萨尔瓦多，墨西哥皆有航班到贝里斯。国际机场近伯利兹市（Ｂｅｌｉｚｅ Ｃｉｔｙ），为新近建筑完
成的国际机场，提供每日从美国及中美州的航运服务。
国内总人口约为 ２２ 万人，但约六万人集中于经济活跃且为伯利兹行政区的伯利兹市。首都是贝尔
墨邦（Ｂｅｌｍｏｐａｎ），其气侯属温和的亚热带气侯，年平均温为华氏八十度，年降雨为 ４ 公尺左右，２
月至 ３ 月是干季而 ６ 月和 ７ 月是当地的雨季。伯利兹有遍布 １７６ 哩长的珊瑚礁海，是北半球最大
的珊瑚环礁，其海上的珊瑚礁是渔人，潜水者的活动天堂，而水上活动更形丰富。
伯利兹内陆基于玛雅文明古迹的留存，全国各地古迹遍布，加以热带雨林的含盖，自然生态的活
泼及保护，使内陆活动充斥刺激及冒险。贝里斯全年皆适宜观光游憩，从国际级的大饭店到内陆
茅草小屋之住宿，及各种美食皆尽供应。
政经概况
贝里斯自 １８６２ 年起为英国殖民地，其国家名称曾一度被英国更改为＂英国的洪都拉斯＂。１９７３ 年
时当地人民将它改回原来的＂伯利兹城＂，而这也是伯利兹独立之路的第一步。１９８１ 年伯利兹正式
成为完全独立国，目前贝里斯为大英国协会员国，同时也是联合国会员国。其政治体制采英国制
度，英国女王并委派总督于此。实际行政效能是由总理组阁的内阁制政治体系，政治党派主要有
二党，一为人的联合的党另一为联合的美国民主党，但二党皆致力于伯利兹的经济发展而不遗余
力。其法律基于英国大陆法制定，法院机制一样类似英国，各种商业契约，商事法等皆基础于英
国法律模式。
本地货币为伯利兹元（伯利兹城元）采美金 ＢＺ￥２．００＝ＵＳ￥１．００ 的固定汇率。英语是官方正式语言，
但平常沟通很多人仍然说他们习惯的西班牙文。经济贡献仍然以农业为主，以蔗糖，柑橘，及香
蕉为主要输出品，其它出口货品以衣服及海产渔获为主，但观光业及境外金融，境外公司注册等
业务，近年来的表现也愈加增长。伯利兹的海外经贸活动同时因大英国协之利，与美国，加拿大
及欧洲共同市场的经贸往来占有极佳的优势。且经济发展部亦制定了缜密而有效的经济发展计划，
让伯利兹人或外国投资人，能获得长十五年 １００％的进口资本财及进口原料的豁免交易税，且往后
各项利得，资本（含资本利得）若要汇回投资国，皆无任何限制条款。
伯利兹国际公司特色
用于国际商贸及投资的公司种类
伯利兹国际商业公司（Ｂｅｌｉｚ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业务限制
国际商业公司不能与贝里斯居民发生贸易关系， 而且不能投资于伯利兹境内的地房地产、不能从
事银行、保险及再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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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的限制
公司名称不能与已注册公司的名称相同或太相似， 或者含有可能会令人联想到其与伯利兹政府有
任何关系之字样。
注册资本
注册（名义）资本一般为 ５０，０００ 美元。 最少实际资本一般为一股；股份可以有或没有面额。同
时，也允许发行不记名股票。
股东人数
最少需要一个股东。股东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公司，并且可以是任何国籍的居民或法人。股东的
资料不必提交予当地的公司注册处，而且不必公开予公众查阅。
董事人数
最少需要一个董事，该董事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董事可以是任何国籍的人士或于任何国家注册
之法人，并且不必居住于贝里斯。董事的资料不必提交予当地的公司注册处，而且不必公开予公
众查阅。
公司秘书
伯利兹国际商业公司并不需要委任公司秘书，虽然大部分公司都会委任一名公司秘书。既使有委
任，该名秘书也不必是贝里斯居民，并且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公司。
注册地址
公司注册地址必须位于伯利兹。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一般以『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Ａｎｏｎｙｍｅ （Ｓ．Ａ．）』
或其缩写作结束语。
公司可以用任何语言注册， 采用中文来命名及编制文件相当普遍。
税务要求
国际商业公司并不需要向伯利兹政府缴纳任何的直接税或其它税项。
财务报表
对财务报表没有特定要求。公司也不必提交财务报表予贝里斯的任何政府部门。
牌照费
每年必须向贝里斯政府缴纳固定金额之牌照费，详情如下：
注册资本（美元）
５００００ 元以下（含 ５００００ 元）
５００００ 元以上
股份没有面额

牌照费（美元／年）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５０

披露最终权益所有人
不需要。事实上，使用代理股东和董事之做法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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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和维护费用
注册费用
注册一家注册资本不多于 ５０，０００ 美元的公司，注册费和注册当年的维护费用共 ７００ 美元。上述费
用已包含：
１． 注册当年的政府牌费
２． 注册当年的注册地址和注册代理费用
３． 公司套装（含公司章程和公章等）
４． 本公司的注册服务费
如注册资本多于 ５０，０００ 美元，则注册费和注册当年的维护费用共 １，６００ 美元。
中文名称另加 １００ 美元。文件快递费用另计。
注册时客户需提供之文件及资料
１．
所有股东和董事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身份证或护照复印本。如股东和／或董事是法人，则
需提供公司注册证书
２．
所有股东和董事的住址证明，例如水电费单、电话费单或银行对帐单
３．
拟注册之公司名称
４． 注册资本。如非特别说明，即表示客户拟注册 ５０，０００ 美元的标准注册资本之公司。
５． 股份比例（如多于一个股东）
注册后客户可得到之文件
１． 注册证书
２． 三本公司章程
３． 两份记名股票
４． 两份不记名股票
５． 首任董事委任书
６． 一个钢印和一个签名印
维护费用
一家法定资本为 ５０，０００ 美元的公司注册成立后第二年起每年的维护费用为 ５００ 美元，包含年度牌
照费、注册地址及注册代理费。如注册资本多于 ５０，０００ 美元，公司注册成立后第二年起每年的维
护费用为 １，４００ 美元。
维护费用缴纳日期
不论公司的注册日期，所有公司的维护费用的缴纳日期是下一年的 ４ 月 ３０ 日之前。
其他服务
代理董事（法人公司）：
代理股东（法人公司）：
现任董事证明书：
良好地位证明书：

ＵＳＤ２００ 每个／年
ＵＳＤ２００ 每个／年
ＵＳＤ１８０ 每份
ＵＳＤ１８０ 每份

备注：当您为您的公司开设银行帐户时，银行可能要求您出示现任董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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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询，需要其他资料或决定注册，请联系：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香港办事处
香港官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1106 室
电话： +852 2341 1444
传真：+852 2341 1414
电邮： info@by-cpa.com
网站：www.by-cpa.com
深圳办事处
中国深圳罗湖区建设路 1072 号东方广场 702 室
电话：+86 755 8229 1144
传真：+86 755 8229 1444
电邮：cn@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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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兹国际商业公司
注册程序
第一步：

客户提供拟使用之公司名称（注 1），注册所需文件，资料及支付注册费用；

第二步：

本公司进行名称查索。如确认名称可以注册，本公司即刻向公司注册处提交注册文件。
名称查索可于当天知道结果，本公司会把查索结果和注册情况通知客户；

第三步：

于提交注册文件后的 3 个工作日，BVI 公司注册处签发及寄出注册证书。此时，本公
司会以传真或电邮方式把注册证书复印本送达客户；

第四步：

本公司开始编制其他相关文件和刻制公章；

第五步：

（从 BVI 寄出后约 4 个工作日）本公司收到注册证书。

第六步：

本公司把全套注册文件寄给客户；

第七步：

客户收到注册文件后，在其中某些文件的指定位置签署，然后把已签署文件传真回本
公司。

注：
1．

客户需以优先次序提供两个或以上的公司名称，本公司会按次序进行查名。如第一个名称
可以使用，那么本公司就会以第一个名称进行注册。如果第一个名称不可以使用，那么本
公司会进行第二名称的查名，如可用，就会即刻以第二个名称进行注册。

2．

离岸公司在注册时（既向当地的公司注册处提交注册文件），并不需要签署任何文件。公
司注册成立后，本公司会编制全套注册文件，然后连同注册证书寄给客户。客户收到注册
文件，在其中某些文件的指定位置签署，然后把已签署之文件以传真或电邮送达本公司存
档，此时，全部注册程序方告完成。

3.

本公司备有现成空壳公司，最快可于 1 个工作日完成注册手续。

4．

本公司备有委托代理注册协议书，如客户要求，我们可以签署协议书。

5．

本公司要求于注册前收取全部注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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