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SL
启 源

国际商业公司
英属维京群岛

一般資訊
地理位置
英属维京群岛，或称英属处女岛，为英属岛国，位于中美洲的东加勒比海(East Caribbean)中，
距离波多黎各(Puerto Rico)向东六十公里，印第加(Antigua)向西北一百八十公里的地方。整组
群岛约由四十个岛屿，沙洲或岩礁组成。这些星罗棋布的岛中仅二十五个岛是可住人的，而这些
都在水资源较丰沛的地方，有芒果树和棕榈树，一片绿意盎然。其它岛屿的土壤相当贫瘠，也无
生气。在这 25 个可住人的岛中，除了 Aneghada 为一平坦的珊瑚礁岛外,其余皆为火山岛。群岛的
特殊地形,形成了英属维京群岛观光的丰富资源。
人口大部份集中在第一大岛(Tortola)和第二大岛维京果岛(Virgin Gorda) 。总人口约有一万七
千人左右,在 Tortola 上就有一万四千人。
这是因为近年来,观光业带动都市经济成长,使人口渐向
此集中。首都位在 Tortola 岛的洛德镇(Road Town) 。本地人多为非洲后裔，主要语言是英语，
通行货币为美金。
英属维京群岛观光资源丰富，不仅是因为它特殊的地形，更因为那里是浑然天成毫无人工矫饰的
大自然，加上清澈晶莹的蓝色海水围绕岛的四周，身处其中就觉得一切彷佛世界烦嚣都不存在。
美丽的白沙滩是英属维京群岛最自豪的。加勒比海的浪潮轻拍过格大南半岛的西侧，受阻于暗礁
的海水，带来了白色沙，因而形成白色沙滩。海底世界更是多采多姿，有珊瑚化石，活珊瑚，巨
穴及海底沉船，而只要是加勒比海及大西洋里有的赤道鱼类或无脊椎生物，这里的海域都有。因
而为英属维京群岛政府带来了一亿多美元的收入。但在这里，人们依旧保持质朴简单的生活，因
此在 BVI 岛上，看不到高起的旅馆，夜总会或俱乐部。在这里没有霓虹闪烁，夜酒笙歌，甚至连
一块招牌都看不到。维京人深知大自然孕育万物的道理，他们努力维持这一片美丽的自然景致，
甚至立法保护那些海底生物。英属维尔京群岛，不单是潜水者及观光客的天堂。更是海洋生物最
安全的护所。
政经概况
英属维京群岛由西班牙人于 1493 年所发现，在 1666 年被英国征服纳入殖民地管辖前，由荷兰人
开发。英属维京群岛系英国皇家殖民地，直接由英国伦敦政府管辖，除了有一位代表英国的总督
外，群岛拥有独立自主权且议会完全由岛民组成，根据 1967 年当地宪法重新拟定后，当地政府享
有相当大之自主权，赋与当地总督及议会之行政及管理权力。法律根据英国法律制度订定。
1977 年赋与当地政府更大之内政管理权，在 1990 年 11 月最近的一次选举。仍由"维京党"(Virgin
Island Party)的 Mr. Lavity Stoutt 赢得选举。英属处女岛主要靠观光的经济业支撑，每年有
1.25 亿美金，约有 15 万左右观光客来此地游历。工业规模非常小，农业以疏菜及水果为主，主
要运往美国维京群岛 (USVI - United States Virgin Island) 。渔业仅用于出口。大致上来讲，
本岛所要用的，几乎需靠进口。政治上极为稳定，因每年从英国政府得到相当大的补助，所以完
全没有要求政治上独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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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系统
电话系统通讯极为优异，国家区域号码为 809-49。Tortala 岛及 Virgin Gorda 岛都有国际航班
机场。飞航之航空公司有 British Airway, American Eagle, Sunaire, Liat, Lufthansa 和
Atlantic Air BVI，从欧洲及美国起飞，大多经波多黎各，千里岛或美国维京群岛。只要持有效
护照，即可免签证入境。
英属处女岛观光局位于 Social Security Building, 电话是 809-4943134。
语言/币制/保护性
英文为官方及地方主要用语。法定货币为美金,资金进出没有管制,使用支票及旅行支票需附加
10%印花税。主要银行有: Barclays Bank, Bank of Nova Scotia, Chase Manhattan Bank, First
Pennsylvania Bank, Development Bank of the Virgin Island。 另外英属维京群岛政府不会对
外透露公司所有人的资料，除非涉及黑社会贩毒洗钱，因美国政府与其签有合约，可要求提供贩
毒公司数据外，其它资料一律对外保密。
1998 年当时世界主要境外公司设立地点－巴拿马，由于发生诺瑞加事件与美国政府关系非常紧
张，造成美国许多律师事务所的恐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客户皆是以巴拿马境外公司与他们
往来。巴拿马境外公司地位的危机，为提供英属维京群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拓展其境外公司
市场。
若以三十五万家以上国际商业公司(IBC)的注册数目来计算，其年度牌照费已占了其国家年度总收
入的一半, 英属维京群岛境外公司的注册服务，集中在托特拉岛(Tortola)上的首都所在地洛德镇
(Road Town) 。近年来英属维京群岛政府为维持其良好声誉，避免与贩毒洗钱及其它可疑的行业
联结在一起，因此对于其境外公司采取许多加强管理措施，例如建立不受欢迎客户的黑名单
(Database of undesirable clients)和加强对发行不记名股票之公司的管理等 。
另外，于 1998 年 1 月 2 日生效的 BVI 共同基金法(BVI Mutual Funds Act,1996,及 Mutual
Funds(Amendment)Act,1997)，规定此修正法案通过之前，设立英属处女岛公司从事共同基金业务
的境外公司，最迟应于 1998 年 9 月 30 日以前，必须取得英属维京群岛政府的注册或认可，如果
公司营业项目不涉及共同基金业务，但公司名称有 Fund 字眼，亦须在 1998 年 9 月 30 日以前办理
公司名称变更。
主要公司法律
公司法 1985；国际公司条例 1984（及银行和信托公司法 1990）。
境外公司特色
公司资讯
用于国际商贸和投资的公司种类
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y, IBC）。
注册程序
提交公司章程和由注册代理签发的已遵守相关法律的证明书。
受限制之业务
不可以在英属处女岛境内营商或持有该地之房地产。不能从事银行业，保险，再保险，基金管理，
信托管理等服务，除非另外取得相关牌照。
公司权力
国际商业公司具备一个自然人的所有权力。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www.by-cpa.com

第 2 页，共 9 页

英属维京群岛公司

公司注册文件之语言
英文。
空壳公司（现成公司）
空壳公司的运用极为普遍，一般专业服务公司都备有空壳公司。空壳公司可于 1 天完成所有转手
手续。
注册所需时间
自提交公司大纲起约 24 小时完成所有注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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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维京群岛
政府有任何关系之字样。
公司名称语言
公司可以用任何语言注册。事实上，采用中文来命名及编制文件相当普遍。但是，该等中文名称
不具备法律效力。
注册办事处
注册办事处必需位于当地持牌的管理公司的地址。
用以表示有限责任之结束语
公司名称必须以 Limited、Corporation、Incorporated、Societe Anonyme 或 Socieded Anonima
或上述字眼之缩写作结束语。
需要同意或牌照之名称
除非得到特别批准，公司名称不能使用担保（Assurance）、银行（Bank）、大厦社团（Building
Society）、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特许（Chartered）、合作社（Cooperative）、帝
国（Imperial）、保险（Insurance）、市政（Municipal）、皇家（Royal）或信托（Trust）等
字眼，。
披露最终权益
不需要。代理股东和代理董事的使用极为普遍。
法律要求
名义及实际资本
名义（注册）资本一般为 50,000 美元, 划分为每股 1 美元，共 50,000 股的股份；实际资本一般
为一股有或没有面额的股份。
股份种类
公司可以发行记名或不记名股份优先股，优先股，不具备投票权之股票。
不记名股票
可以，但是不记名股票必须交由注册代理管理。
税务申报
国际商业公司不必就其环球收入或利润缴纳任何税项。
免双重课说协议
英属处女岛与日本和瑞士签订了免双重课说协议，但是该等协议并不适用于离岸业务。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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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费
牌照费随着注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下表详列各注册资本之牌照费:
注册资本(美元)

政府牌照费（美元/每年）

等于或少于 50000

350

多于 50000

1,100

财务报表
财政报表无须审核也不必提交予当地之任何部门。 但是，公司仍然要编制足以反映其财政状况之
财务报表。
股东
仅需一位股东，股东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公司，而且没有国籍限制。股东的个人资料不用公开，
但是，股东记录册必须存放于公司位于 BVI 的注册办事处。公司可发行记名或不记名股票。
董事
仅需一位董事。董事可以是法人公司或自然人，而且没有国籍限制。
注册代理
所有公司都要委任一个注册代理。事实上，所有国际商业公司都只可以通过注册代理注册成立。
年度申报
不必提交任何申报表或财务报表予当地政府。每年只需要缴纳牌照费。
隐密性
在英属处女岛注册成立的境外公司，享有高度的隐密性，公司股东名册完全不对外公开。
注册和维护费用
注册费用
如果注册资金少于 50,000 美元(含 50,000 美元)，注册和第一年的维护费用共 850 美元。如果注
册资金多于 50,000 美元，注册和第一年的维护费用共 1700 美元。文件快递费用另计。
注册费用和第一年维护费用包含：
1． 首年政府牌照费
2． 首年注册代理和注册地址服务费
3． 本公司的注册服务费
4． 公司套装（含公司章程和公章等文件）
客户需提供之文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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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美元的标准注册资本之公司。
5． 股份比例（如多于一个股东）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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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成立后客户可得到以下文件
（1） BVI 公司注册证书（正本）；
（2） 公司组织大纲 3 本；
（3） 股份证明书 2 本；
（4） 公司原子签名章及金属钢印；
（5） 公司股东、董事及秘书资料文件 1 份。
维护费用
如果注册资本少于 50,000 美元(含 50,000 美元)，注册后第二年起每年维护费用为 650 美元 。
如果注册资本多于 50,000 美元，注册后第二年起每年维护费用为 1500 美元 。
维护费用缴纳日期
于每年上半年注册之公司，其维护费用的缴纳日期是下一年的 4 月 30 日之前；于每年下半年注册
之公司，其维护费用的缴纳日期是下一年的 10 月 31 日之前。
其它服务
代理董事(法人公司)
代理股东(法人公司)
存继证明书（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现任董事证明书（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

200 美元(每位/年)
200 美元(每位/年)
150 美元
1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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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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维京群岛国际商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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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备有委托代理注册协议书，如客户要求，我们可以签署协议书。

4．

本公司要求于注册前收取全部注册费用。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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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维京公司注册协议书

(BVI Company Registration)
甲方：
乙方：

（香港）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现就乙方为甲方注册成立公司事宜，签订以下协议：
1． 甲方同意委托乙方在英属维京群岛（BVI）为其注册成立一家责任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名称为：
公司英文名称为：
注：详细注册资料参阅附件【英属维京公司注册表格】。
2． 乙方必须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内容：
1） 确认公司名称；
2） 核实注册资本、股东数目以及股份比例；
3） 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确定首批股东，秘书，董事和董事会主席委任及呈
报；
4） 申领公司注册证书，代付注册费/首年牌照费；
5） 印制公司组织大纲 5 本、法定记录和公司股票各 1 本，代付费用；
6） 制作公司钢印、签字章各一个，代付印章费；
7)
首年注册代理及首年公司注册地址。
3.

乙方承诺于 14 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全套公司注册手续，否则退回全部服务费用
（已经交纳予政府之牌照或/和注册费用则不会退回）。时间由收到甲方签署完毕
之公司注册文件及注册费用计起。

4.

第二项所列价格不包含注册时及后继服务可能发生的文件快递费用或其他任何
杂费。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
方协商解决。

甲方:

签字（盖章）：
日期：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www.by-cpa.com

乙方: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签字（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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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维京公司注册表格
收件人：
电邮：info@by-cpa.com

1

电话：+852 2341 1444
www.by-cpa.com

传真号码：+852 2341 1414

公司名称
公司中文名称：
公司英文名称：

2

3

注册资本（港币）和注册地点
注册法定股本:

美元，分为

股，每股

实际发行资本:

美元。

注册地点：

美元。

联系人资料
姓名:

电话:

传真:

地址:
电子邮箱：
4

董事/股东资料（注 1）

4.1

□董事/□股东

手机: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股份比例：

国籍：

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电话：

通信或住宅地址：

4.2

□董事/□股东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股份比例：

国籍：

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电话：

通信或住宅地址：

注 1：如多于两个股东/董事，请另纸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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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维京群岛公司

英属维京公司注册表格
我已明白公司成立法则，并确认以上所提供的数据正确无误。如由资料不实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
任，慨由本人负责。
以上公司总定价为

美元，申办前支付 100%款项，即

余款 0%，既

美元，于交收文件时支付。

其后年费（注 2）
：

美元。

委托人签署：

美元。

日期：

注 2：第二年起之年费包含：
（1）年度牌照费（Annual Licence Fee）
（2）年度注册代理服务费（Annual Registered Agent Fee）
（3）年度注册地址服务费（Annual Registered Address Fee）

****************** 公司内部使用 INTERNAL USE ONLY

Consultant
Price:

Supervisor:

*************************

A/C Depart:
Payment Method:

Deposit:

Received:

Balance:

Received:

Name Search:

Search Result:

MA Filed on:

CI Issued on:

Kit Ordered:

Kit Delivered:

Remark: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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