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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华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概况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C座2201室
100022

全称：英属维尔京群岛
地理位置：北美洲，位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
之间，背风群岛北端。
面积：153 平方公里
官方语言：英语
首府：罗德城
宗教：基督教
时间：格林威治时间－４
货币：美元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号
浦汇大厦2305室
200001
电话: +86 400 610 2588
电邮:hq@horwathcapital.com.cn

B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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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m，印第加（Antigua）向西北
180公里的地方。整组群岛约由40个岛屿，沙
洲或岩礁组成。这些星罗棋布的岛中仅25个
岛是可住人的。维京群岛观光资源丰富，不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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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业带动都
市经济成长。
B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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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维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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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 次 选 举 。 仍 由 “ 维 京 党 ”
（Virgin Island Party）的Mr. Lavity Stoutt 赢
得选举。BVI经济主要依靠旅游业和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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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BVI政府开始对想在该岛设立公
司的企业或个人提供境外公司注册服务。

BVI公司注册地的法律概况
公司设立的批准
组建公司不需经政府批准，但是某些商务活
动可能要求许可或注册登记。
公司设立的程序
需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公司章程（Articles）
和大纲，还要提交一份由负责处理该公司成
立事宜的律师或者公司注册代理机构出具的
证明，确认该公司的组建完全符合英属维尔
京群岛公司法的要求。公司设立手续一般可
在24小时内完成。
公司组织文件
BVI国际商务公司的组织文件包括公司大纲
和公司章程。大纲需包括公司名称、注册地
址、注册代理机构的名称和地址、公司目
标、资本结构详细情况等。此外还需要提交
一份公司将不从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5
（1）条所列活动的声明（获得特别许可的
除外）。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大纲进行注册登
记时，必须同时提交公司章程，两者都可供
公众查阅。

Horwath refers to Horwa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 Swiss verein. Each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is a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legal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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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代表

年度费用和所得

BVI国际商务公司至少要有一名董事。董事可
以不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居民。允许法人担任
公司董事。没有任命某一高级管理人员的明
确要求。国际商务公司必须有一家特许注册
代理机构。

要求BVI国际商务公司从成立开始，在每年
5月31日或者11月30日（根据成立日期在上
半年还是在下半年决定）向英属维尔京群岛
公司注册处交纳一笔费用，收费标准依据股
本金滑动计算而得：a.股本金等于或少于
50000美元，交纳300美元；b.股本金大于
50000美元，交纳1000美元；c.无须填报年
度所得申报表。

股东和股东登记薄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号
浦汇大厦2305室
200001

BVI国际商务公司至少应有一名股东，可以有
名义股东。BVI国际商务公司必须设立股东登
记薄。在公司注册地址应存放一份股东登记
薄，但不供公众查阅，除非该股东登记薄已
经提交给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注册处。

电话: +86 400 610 2588
电邮:hq@horwathcapital.com.cn

董事会议
董事会议不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举行。每位
董事必须在董事会议开始前三天收到会议通
知。董事会议的法定人数由公司大纲或章程
规定。董事们也可依据多数董事的书面同意
而采取行动。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免责与赔偿
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能免除按公司大纲或章程，管理
公司业务而产生的个人责任。但如果他们为
了公司的最大利益诚信的工作，公司可以赔
偿他们的损失。如在刑事程序中涉案的董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合理的原因相信其行为
是违法的，则公司也可对他们进行赔偿。
股东大会
BVI国际商务公司不必举行股东年度大会。
股东大会通知的最短期限是7天。公司大纲或
者章程可以规定更长的通知期限。根据持有
50%（公司大纲或者章程可以规定更低的比
例）以上投票权的股东的书面要求，董事应
主持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股东大会可以不在
英属维尔京群岛举行。
股本金
没有最低限度额定股本金或发行股本金。
BVI国际商务公司必须是股份有限公司，可
以发行记名或者无记名股票，不论股票是否
有面值，股票必须全价发行，但也可以凭本
票或者其他书面偿债承诺而发行。

Member of Horwath International

© 2008 Horwath Capital China entity.

税收
不对BVI国际商务公司或居住在英属维尔京
群岛境外的公司股东征税，英属维尔京群岛
政府对未来不征税不作担保和保证。

其他特点如下：
 透过董事签署完毕的会议记录，可随时
变更董事/股东，股份转让，公司名称变
更及增加资本额等；
 董事亦可经决议案的授权，在世界各地
开银行户头，来进行金融投资，而不必
亲自去当地办理；
 公司帐薄记录及股东/董事名册，保留在
任何地方。而除了董事本人之外，其它
人必须经董事同意才可调阅，此举将保
障公司的隐密性；
 如股东/董事因任何原因，无法再行使其
权力，将可由遗产继承人，监护人或受
托人向公司董事提出证明后，合法拥有
该股东/董事的身份；
 股票以美元发行，且股数分配必需经董
事同意才生效；
 公司在BVI境外的投资所得全部免税，
且资金进出没有管制，只需要缴交政府
年度规费即可；
 不需向BVI呈报税务报表；
 投资者可在任何地方拥有房地产或其它
不动产，但不可在BVI境内拥有上述的
产业；
 公司可在世界各地，使用任何货币，来
从事合法商业；
 公司可开立银行户头，设立信托拥有定
期存款或从事任何合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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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营业项目广泛，但是要避开下列几项
情形：
1. 不可在当地从事任何投资交易；
2. 不可从事信托，银行，保险业或其它
中介业务；
3. 不得在当地作为其它公司之代理人及提
供BVI之注册地址。
 公司可支付或收受借贷，佣金版税及权
利金等。

浩华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C座2201室
100022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号
浦汇大厦2305室
200001

注册BVI公司的优势

电话: +86 400 610 2588
电邮:hq@horwathcapital.com.cn









公司注册资料及文件高度保密；
豁免缴纳当地所有税项；
无外汇管制，方便融资，海外上市；
注册程式简便；
公司管理简便，只需每年交纳年费；
在国际、国内企业的认知程度较强；
极为适合作为私人财富的载体。

BVI公司的税收优惠
BVI 公司税收十分轻松和简单，所受的税务
管制非常少，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境外公
司（离岸公司）不必缴纳当地任何税项，这
就成就了 BVI 这一免税天堂的美称。
一个外国公司（如中国居民设立的 BVI 离
岸公司）在该地区注册成立相关公司，便可
以通过转让定价或者其他方式，把一部分应
税利润转移到该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常见的避免方法有：设立虚拟集团总部、设
立公司持有知识产权、设立 BVI 金融机
构，通过这些金融机构或者信托投资方式，
能够帮助高税地应税收入流入避税地。
税收筹划安排，可咨询浩华国际的税收顾问
团队获得专业帮助。

关于浩华（About Horwath）

浩华国际（Horwath International， www.horwath.com）是由全球排名第 9、亚洲排名第 5，在
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40 余家成员机构、700 间办公室的国际金融、财务、税务、
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专业机构。浩华国际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是一批对国内外法律、税务、财
务、投融资、金融与商业环境各个领域有着精湛专业知识与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端专业人士合资
组成的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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