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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SL 

   

 國際商業公司

 
啟 源  

英屬處女島

 
 
 
 
一般資訊 

 

地理位置 

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或稱維爾京群島，為英屬島國，位於中美洲的東加勒比海（East 

Caribbean）中，距離波多黎各(Puerto Rico)向東六十公里，印第加(Antigua)向西北一百八十公里的

地方。整組群島約由四十個島嶼，沙洲或岩礁組成。這些星羅棋佈的島中僅二十五個島是可住人

的，而這些都在水資源較豐沛的地方，有芒果樹和棕櫚樹，一片綠意盎然。其他島嶼的土壤相當

貧瘠，也無生氣。在這25個可住人的島中，除了Aneghada為一平坦的珊瑚礁島外，其餘皆為火

山島。群島的特殊地形，形成了英屬處女島觀光的豐富資源。 

 

人口大部份集中在第一大島(Tortola)和第二大島維京果島(Virgin Gorda) 。總人口約有一萬七千人

左右，在Tortola上就有一萬四千人。這是因為近年來，觀光業帶動都市經濟成長，使人口漸向此

集中。首都位在Tortola島的洛德鎮(Road Town) 。本地人多為非洲後裔，主要語言是英語，通行

貨幣為美金。 

 

英屬處女島觀光資源豐富，不光是因為它特殊的地形，更因為那裏是渾然天成毫無人工矯飾的大

自然，加上清澈晶瑩的藍色海水圍繞島的四周，身處其中就覺得一切彷佛世界煩囂都不存在。 

 

美麗的白沙灘是英屬處女島最自豪的。加勒比海的浪潮輕拍過格大南半島的西側，受阻於暗礁的

海水，帶來了白色沙，因而形成白色沙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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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有的赤道魚類或無脊椎生物，這裏的海域都有。因而

為英屬處女島政府帶來了一億多美元的收入。但在這裏，人們依舊保持質樸簡單的生活，因此在 

BVI 島上，看不到高起的旅館，夜總會或俱樂部。在這裏沒有霓虹閃爍，夜酒笙歌，甚至連一塊

招牌都看不到。維京人深知大自然孕育萬物的道理，他們努力維持這一片美麗的自然景致，甚至

立法保護那些海底生物。英屬維京群島，不單是潛水者及觀光客的天堂。更是海洋生物最安全的

護所。 

 

政經概況 

英屬處女島由西班牙人於1493年所發現，在1666年被英國征服納入殖民地管轄前，由荷蘭人開

發。英屬維京群島系英國皇家殖民地，直接由英國倫敦政府管轄，除了有一位代表英國的總督外，

群島擁有獨立自主權且議會完全由島民組成，根據1967年當地憲法重新擬定後，當地政府享有相

當大之自主權，賦與當地總督及議會之行政及管理權力。法律根據英國法律制度訂定。 

 

1977年賦與當地政府更大之內政管理權，在1990年11月最近的一次選舉。仍由"維京黨"(Virgin 

Island Party)的Mr. Lavity Stoutt 贏得選舉。英屬處女島主要靠觀光的經濟業支撐，每年有1.25 億

美金，約有15萬左右觀光客來此地遊歷。工業規模非常小，農業以疏菜及水果為主，主要運往美

國維爾京群島(USVI - United States Virgin Island)。漁業僅用於出口。大致上來講，本島所要用的，

幾乎需靠進口。政治上極為穩定，因每年從英國政府得到相當大的補助，所以完全沒有要求政治

上獨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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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統 

電話系統通訊極為優異，國家區域號碼為809-49。Tortala島及Virgin Gorda 島都有國際航班機場。

飛航之航空公司有British Airway，American Eagle，Sunaire，Liat，Lufthansa和Atlantic Air BVI，從

歐洲及美國起飛，大多經波多黎各，千里島或美國維爾京群島。只要持有效護照，即可免簽證入

境。 

 

離岸金融市場 

英文為官方及地方主要用語。法定貨幣為美金,資金進出沒有管制，使用支票及旅行支票需附加

10%印花稅。主要銀行有: Barclays Bank，Bank of Nova Scotia，Chase Manhattan Bank，First Pennsylvania 

Bank，Development Bank of the Virgin Island。 另外英屬處女島政府不會對外透露公司所有人的資

料，除非涉及黑社會販毒洗錢，因美國政府與其簽有合約，可要求提供販毒公司資料外，其他資

料一律對外保密。 

 

1998年當時世界主要境外公司設立地點－巴拿馬，由於發生諾瑞加事件與美國政府關係非常緊

張，造成美國許多律師事務所的恐慌，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客戶皆是以巴拿馬境外公司與他們

往來。巴拿馬境外公司地位的危機，正提供英屬維京群島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拓展其境外公司

市場，幾乎在同一天內大批的巴拿馬境外公司遷冊到BVI。 

 

若以三十萬家以上國際商業公司(IBC)的註冊數目來計算，其年度政府規費已占了其國家年度總收

入的一半，英屬處女島境外公司的註冊服務，集中在托特拉島(Tortola)上的首都所在地洛德鎮(Road 

Town)。近年來英屬處女島政府為維持其良好聲譽，避免與販毒洗錢及其它可疑的行業聯結在一

起，因此對於其境外公司採取許多加強管理措施，如：建立不受歡迎客戶的黑名單(Database of 

undesirable clients)。 

 

另最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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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此修正法案通過之前，設立英屬處女島公司從事共同基金業務

的境外公司，最晚應於1998年9月30日以前，必須取得英屬處女島政府的註冊或認可，如果公

司營業專案不涉及共同基金業務，但公司名稱有Fund字眼，亦須在1998年9月30日以前辦理公

司名稱變更。 

 

主要公司法律 

公司法1985；國際公司條例1984（及銀行和信託公司法1990）。 

 

英屬處女島境外公司特色 

 

公司資訊 

 

用於國際商貿和投資的公司種類 

國際商業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y）。 

 

註冊手續 

提交公司章程和由註冊代理簽發的已遵守相關法律的證明書。 

 

受限制之業務 

國際商業公司不可以在英屬處女島境內營商或持有該地之房地產。不能從事銀行業，保險，再保

險，基金管理，信託管理等服務，除非另外取得相關牌照。 

 

公司權力 

國際商業公司具備一個自然人的所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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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文件之語言 

英文。 

 

空殼公司 

空殼公司（現成公司）的運用極為普遍，一般專業服務公司都備有空殼公司。空殼公司可於一天

完成所有轉手手續。 

 

註冊所需時間 

自提交公司大綱起約24小時完成所有註冊手續。但當地公司註冊處需要2個工作日才會簽發註冊

證書。 

 

公司名稱的限制 

公司名稱不能與已註冊公司的名稱相同或太相似, 或者會令人聯想到其與英屬處女島政府有任何

關係。 

 

公司名稱語言 

公司可以用任何語言註冊, 採用中文來命名及編制文件相當普遍，但是該等中文名稱不具備法律

效力。 

 

註冊辦事處 

每家公司都需要於當地備有一個註冊辦事處。而且，註冊辦事處必需位於當地持牌的管理公司的

地址。 

 

用以表示有限責任之結束語 

公司名稱必須以Limited、Corporation、Incorporated、Societe Anonyme或Socieded Anonima或上述字

眼之縮寫作結束語。 

 

需要同意或牌照之名稱 

公司名稱不能使用Assurance、 Bank、 Building Society、 Chamber of Commerce、 Chartered、

Cooperative、 Imperial、 Insurance、 Municipal 、 Royal或Trust等字眼，除非得到特別批准。 

 

披露最終權益 

不需要。 

 

法律要求 

 

名義及實際資本 

註冊（名義）資本一般為50,000美元，劃分為每股1美元，共50,000股的股份；實際資本一般為

一股有或沒有面額的股份。  

 

股份種類 

公司可以發行記名或不記名股份優先股，優先股，不具備投票權之股票。 

 

不記名股票 

可以發行不記名股票，但是不記名股票必須交由註冊代理管理或當地的持牌信託公司管理。 

 

稅務申報 

國際商業公司不必就其環球收入或利潤繳納任何稅項。 

 

免雙重課說協定 

英屬處女島與日本和瑞士簽訂了免雙重課說協定，但是該等協定並不適用於離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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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費 

牌照費隨著註冊資本的增加而增加，下表詳列各註冊資本之牌照費: 

註冊資本(美元) 政府牌照費 

等於或少於50,000 350 

多於50,000 1,100 

 

財務報表 

財政報表無須審核也不必提交予任何部門。 但是，公司仍然要編制足以反映其財政情況的財務報

表。 

 

股東 

僅需一位股東，股東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公司，而且沒有國籍限制。股東的個人資料不用公開，

但是，股東記錄冊必須存放於公司位於BVI的註冊辦事處。公司可發行記名或不記名股票。 

 

董事 

僅需一個董事。董事可以是法人或自然人，而且沒有國籍限制。董事的資料不必提交予當地的公

司註冊處，而且不必公開予公眾查閱。 

 

註冊代理 

所有公司都要委任一家位於英屬處女島的持牌管理或信託公司出任註冊代理。註冊代理由本公司

提供，費用已經包含於註冊費用裏面。 

 

年度申報 

不必提交任何申報表或財務報表予當地政府。 

 

隱密性 

在英屬處女島登記設立的境外公司，享有高度的隱密性，公司股東名冊完全不對外公開。  

 

註冊和維護費用 

 

註冊費用 

如果註冊資金少於50,000美元(含50,000美元)，註冊費用和第一年的維護費用共850美元。上述

費用已包含: 

1． 註冊當年的政府牌費 

2． 註冊當年的註冊位址和註冊代理費用 

3． 公司套裝（含公司章程和公章等） 

4． 本公司的註冊服務費 

 

如果註冊資金多於50,000美元，其全套費用為1,650美元，不包括文件快遞費用。中文公司名稱

另加100美元。 

 

客戶需提供之文件和資料 

1. 所有股東和董事的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身份證或護照複印本。如股東和/或董事是法人，則

需提供公司註冊證書 

2. 所有股東和董事的住址證明，例如水電費單、電話費單或銀行對帳單 

3. 擬註冊之公司名稱 

4． 註冊資本。如非特別說明，即表示客戶擬註冊 50,000美元的標準註冊資本之公司。 

5． 股份比例（如多於一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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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成立後客戶可得到以下文件 

（1） B.V.I公司註冊證書； 

（2） 公司組織大綱3本； 

（3） 股份證明書2本；  

（4） 公司原子簽名章及金屬鋼印； 

（5） 公司股東、董事及秘書資料文件1份。 

 

維護費用 

如果註冊資金少於50,000美元(含50,000美元)，第二年起每年的維護費用為650美元。如果註冊

資金多於50,000美元，註冊後每年維護費用為1,500美元。 

 

維護費用繳納日期 

於每年上半年註冊之公司，其維護費用的繳納日期是下一年的 4月 30日之前；於每年下半年註冊

之公司，其維護費用的繳納日期是下一年的 10月 31日之前。 

 

 

其他服務 

代理董事     200美元(每位/年) 

代理股東     200美元(每位/年) 

營業地址     200美元/年（不包郵件轉寄之資費） 

公司註冊文件核證副本  40美元/每套 
 
備註： 
當您到銀行申請開設公司帳戶時，銀行一般會要求您出示一套由會計師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核證

的註冊文件副本。本公司可以代辦此套文件，收費每套40美元。 
 

 

如有任何查詢，需要其他資料或決定註冊，請聯繫： 

 

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香港辦事處 

香港官塘巧明街111號富利廣場1106室 

電話: +852 2341 1444   

傳真: +852 2341 1414 

電郵: info@by-cpa.com 

www.by-cpa.com 

 

深圳辦事處 

中國深圳羅湖區建設路1072號東方廣場702室 

電話：+86 755 8229 1144 

傳真：+86 755 8229 1444 

電郵：cn@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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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處女島國際商業公司 

註冊手續 

 

第一步： 客戶提供擬使用之公司名稱（注1），註冊所需文件，資料及支付註冊費用； 

第二步： 本公司進行名稱查索。如確認名稱可以註冊，本公司即刻向公司註冊處提交註冊文

件。名稱查索可於當天知道結果，本公司會把查索結果和註冊情況通知客戶； 

第三步： 於提交註冊文件後的3個工作日，BVI公司註冊處簽發及寄出註冊證書。此時，本公

司會以傳真或電郵方式把註冊證書複印本送達客戶； 

第四步： 本公司開始編制其他相關文件和刻制公章； 

第五步： （從BVI寄出後約4個工作日）本公司收到註冊證書。 

第六步： 本公司把全套註冊文件寄給客戶； 

第七步： 客戶收到註冊文件後，在其中某些文件的指定位置簽署，然後把已簽署文件傳真回本

公司。 

 

注： 

 

1． 客戶需以優先次序提供兩個或以上的公司名稱，本公司會按次序進行查名。如第一個名稱

可以使用，那麼本公司就會以第一個名稱進行註冊。如果第一個名稱不可以使用，那麼本

公司會進行第二名稱的查名，如可用，就會即刻以第二個名稱進行註冊。 

 

2． 離岸公司在註冊時（既向當地的公司註冊處提交註冊文件），並不需要簽署任何文件。公

司註冊成立後，本公司會編制全套註冊文件，然後連同註冊證書寄給客戶。客戶收到註冊

文件，在其中某些文件的指定位置簽署，然後把已簽署之文件以傳真或電郵送達本公司存

檔，此時，全部註冊程式方告完成。 

 

3． 本公司備有委託代理註冊協議書，如客戶要求，我們可以簽署協議書。 

 

4． 本公司要求於註冊前收取全部註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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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處女島公司註冊協議書  
(BVI Company Registration) 

 
甲方：  

乙方： （香港）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現就乙方為甲方註冊成立公司事宜，簽訂以下協定： 
 
1． 甲方同意委託乙方在英屬維京群島（BVI）為其註冊成立一家責任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名稱為： 

公司英文名稱為： 

 

注：詳細註冊資料參閱附件【英屬處女島公司註冊表格】。 

 

2． 乙方必須為甲方提供以下服務內容： 
1） 確認公司名稱； 
2） 核實註冊資本、股東數目以及股份比例； 
3） 召開第一次股東會議，確定首批股東，秘書，董事和董事會主席委任及呈報； 
4） 申領公司註冊證書，代付註冊費/首年牌照費； 
5） 印製公司組織大綱 5本、法定記錄和公司股票各 1本，代付費用； 
6） 製作公司鋼印、簽字章各一個，代付印章費； 
7)  首年註冊代理及首年公司註冊地址。 

 
3. 乙方承諾於 14 個工作日內完成辦理全套公司註冊手續，否則退回全部服務費用（已經交納

予政府之牌照或/和註冊費用則不會退回）。時間由收到甲方簽署完畢之公司註冊檔及註冊費
用計起。 

 
4. 第二項所列價格不包含註冊時及後繼服務可能發生的檔快遞費用或其他任何雜費。 
 

本協議書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本協定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本協定未盡事宜，由雙

方協商解決。 

甲方:    乙方: 啟源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簽字（蓋章）：                          簽字（蓋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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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處女島公司註冊表格 

 
收件人：        電話：+852 2341 1444    傳真號碼：+852 2341 1414 
電郵：info@by-cpa.com www.by-cpa.com 
                              
 

1 公司名稱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2 註冊資本（港幣）和註冊地點 

 註冊法定股本:  美元，分為  股，每股  美元。

 實際發行資本:  美元。  註冊地點： BVI  
        

 
3 聯繫人資料 

 姓名:  電話:  傳真:  
       
 地址:  

 電子郵箱：  手機:  

 
4 董事/股東資料（注 1）    
     
4.1 □董事/□股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股份比例：  國籍：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電話：  
     
 通信或住宅地址：  
   
 

4.2 □董事/□股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股份比例：  國籍：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電話：  
     
 通信或住宅地址：  

 
 
注 1：如多於兩個股東/董事，請另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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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處女島公司註冊表格 
 

我已明白公司成立法則，並確認以上所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如由資料不實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責

任，慨由本人負責。 

 

以上公司總定價為  美元，申辦前支付100%款項，即  美元。 

餘款0%，既  美元，於交收文件時支付。   

其後年費（注2）：  美元。    

      

      

委託人簽署：   日期：   

 

 

注2：第二年起之年費包含： 

（1）年度牌照費（Annual Licence Fee） 

（2）年度註冊代理服務費（Annual Registered Agent Fee） 

（3）年度註冊位址服務費（Annual Registered Address Fee） 
 
****************** 公司內部使用 INTERNAL USE ONLY  ************************* 
 

Consultant  Supervisor:  A/C Depart:  
 

Price:  Payment Method:  
 

Deposit:  Received:  
 

Balance:  Received:  
 

Name Search:  Search Result:  
 

MA Filed on:  CI Issued on:  
 

Kit Ordered:  Kit Delivered:  
 

Re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