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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源

国际公司
萨摩亚（SAMOA）

一般信息
地理位置
萨摩亚独立国，位于波利尼西亚岛群中心，有“波利尼西亚心脏”之称。由九个岛组成。最大的岛
是萨瓦伊（Savai'i）岛，它包括 1610 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大岛是乌波卢（Upolu）岛，面积 1120
平方公里。位于阿波利马海峡（Apolima Strait）东南 13 公里处。君主立宪制，1962 年从新西兰
获得独立。
人口
现时约有 209,000 人， 绝大多数为萨摩亚人，属波利尼西亚人种;还有少数南太平洋其它岛国人、
欧洲人和华裔以及混血人种。官方语言为萨摩亚语,通用英语。多数居民信奉基督教。
货币
萨摩亚塔拉。
外汇控制
现时并没有任何外汇控制法规。
萨摩亚离岸公司特色
法律系统
当地之法律系统以英国之普通法为基础。
主要公司法律
国际公司条例 1987 及其修订本（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ct of 1987, as amended）
国际信托条例（International Trust Act, 1987）
离岸银行条例（The Offshore Banking Act, 1987）
国际保险条例（The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88）
其它境内公司法规（There is separate corporate legislation for Domestic Companies）
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之公司种类
根据国际公司条例 1987 及其修订本注册成立之国际公司。
公司权力
国际公司具备自然人所有的权力。
贸易限制
不可以在注册地经营或拥有不动产。不可以经营银行，保险，担保，重保险，基金管理，资产管
理（除了公司自己的资产以外）或与银行或保险业相关的行业，除非持有相应牌照。国际公司不
能与当地人士发生业务关系。
法律及公司文件的语言

英文，如果公司文件用第二种语言编写则该等文件必须附加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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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办事处
所有于萨摩亚注册成立之国际公司都需要一个位于当地持牌信托管理公司的地址作为注册办事
处。注册办事处一般由本公司提供，而费用已经包含在注册费用和维护费用之内。
公司名称及其限制
拟注册之公司名称不能与已注册公司相同或太相似，而且不能含有令人联想到该公司与政府有任
何联系的字眼。
公司名称可采用任何语言，但注册当局有权要求公司提交名称的英译本以确保公司名称没有含有
受限制地字眼。如同时采纳中文公司名称，需支付额外费用。
公司名称一般以 Limited, Corporation, Incorporated, Societe Anonyme, Sociedad Berhad Anonima 或其缩
写作为结束语。
需要另行申请牌照的公司名称
如果公司欲采用 Bank, building society, savings, loans, trust, trustees, insurance, assurance, reinsurance,
co-operative, council, Chamber of Commerce 等字眼作结束语，则需另行申请相关牌照。
名义及实质资本
公司注册（名义）资本一般为 100 万美元，没有最高或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名义资本可以任何
货币表达。最少发行（实质）资本为一股具备或者不具备面额的股份。
不记名股票
国际公司允许发行不记名股票。
税务要求
跟据 1987 年版本的国际公司法注册成立的公司并不必就其营收作出申报或缴纳任何税项。
双边税务协议
萨摩亚并没有与任何国家签订双边税务协议。
牌照费
国际商业公司必须每年缴纳 300 美元的牌照费，公司也可选择在注册时一次性缴纳 5 至 20 年的注
册费， 这样可以很大幅度地降低牌照费。
• 5 年： 1,000 美元
• 10 年： 1,500 美元
• 20 年： 2,000 美元
财务报表要求
国际公司不必提交任何财务报表予当地政府，但公司仍必须定期更新其帐目以反应其财政状况。
董事
每家国际公司必须委任最少一名董事。董事可以是自然人或是法人，而且没有国籍上的限制。董
事的资料不必提交于当地的公司注册处或其他任何部门，也不必公开予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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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书
每家国际商业公司都要委任一名公司秘书。该公司秘书可以是自然人或是法人，而且没有国籍上
的限制。
股东
萨摩亚国际商业公司必须有最少一个股东。但是，如果公司有发行某种型式的证券，则容许没有
股东。股东可以是自然人或是法人，而且没有国籍上的限制。股东的资料不必提交于当地的公司
注册处或其他任何部门，也不必公开予公众查阅。
披露最终权益所有人
不需要。

注册和维护费用
注册费用
注册费和注册首年的维护费用共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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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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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注册成立后第二年起每年的维护费用为 650 美元,包含年度牌照费、注册地址及注册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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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150 每份
USD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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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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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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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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萨摩亚寄出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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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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公司协议书
(Sam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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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SAM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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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公司注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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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和董事的委任及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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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首年注册代理服务及提供首年公司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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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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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启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签字（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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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公司注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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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实际发行资本:

美元。

注册地点： 萨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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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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公司注册表格
我已明白公司成立法则，并确认以上所提供的资料正确无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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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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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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