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类型 
普遍为股份制有限公司 

股本 
一般为50,000美元

股东 
最少须有一名股东 

所需时间 
约2-15个工作天  

公司秘书 
不须委聘当地公司秘书 

经济实质申报 
每年须递交经济实质申报报告 

法定记录保存
公司记录须留存及可供查阅

欢迎来到冯兆林余锡光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致力于通过专业而谨慎的跨境会计
和企业服务为人们的生活创造更多价
值。

我们尽一切努力照顾好每一个人，无论
是客户、业务合作伙伴、管理人员还是
我们的团队。

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开阔心灵
开放思维
开拓领域

如有查询，请联络 +852 2541-6632 
或电邮至 info@fungyuco.com | fungyu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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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序言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为一群位于加勒比海、波多黎各
以东的岛屿，面积153平方公里，人口约35,800人。BVI属英
国领土，于1967年开始自治，并是英联邦的成员。其公司法
以英国普通法为依据，官方及主要语言是英语。由于拥有优
秀的通讯系统并能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BVI是全球最受欢
迎的离岸注册地之一。当地依赖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作主要
的经济支柱。作为离岸金融中心，BVI是加勒比海地区中最
繁荣的经济体系之一。

英属维尔京商业公司（「BVI公司」）优点 

2004年起，BVI注册的公司受《BVI商业公司法》规管，最常
见是可发行股份的有限公司，注册BVI公司既快捷又简单。
BVI公司在规管上的要求不高，并能将公司的资料及资产高

度提供保障。如您的BVI公司在当地并无进行任何商业活
动，便无须于当地缴纳税款。BVI公司不受外汇规定管制，
企业可以自由把资金调动。BVI并无法定要求呈递周年申报
表、审核账目及召开周年大会。

公司类型 

根据于1984年引入的国际商业公司法，海外公司以往只容
许一种企业形式⸺股份有限公司。于2004年，商业公司法
（「公司法」）替代了国际商业公司法，放宽了企业形式的限
制，可成立不同种类的公司：

·   股份有限公司，现时最普遍的BVI公司；

·   不能发行股份的担保有限公司，比较适用于非营利组
织；

·   授权发行股票的担保有限公司，因有会员保证及更多的
股本，使交易上有较大灵活性；

·   授权发行股份的无限公司，因可检视公司至股东，所以有
更大透明度；

·   不能发行股票的无限公司，这类型的公司可用作确保有
效的遗产规划。

公司名称 

在BVI注册的公司，除了以英文名称作为法定名称外，也可
注册中文名称。除非得到公司注册处的同意或取得相关执
照，否则公司名称不可包含「银行」、「社团」、「商会」、「证
券」、「基金」或相关词语。

股本 

公司法明确要求章程中需列明公司获授权发行的最高股份
数目，但不需列明股份的面价及币值。客人可选择标准发行
股票数量，最高为50,000股，每股1美元。除公司章程阐明
禁止外，公司可发行不记名股票，但每年须缴交的牌照费会
较高。此外，不记名股份的股票须交由认可监管人保管。

股东 

每家公司最少须有一名股东，可为自然人或法人团体。股东
资料不会供公众查阅，但股东名册须存放于公司之注册办
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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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每家公司最少须委任一名董事，可为自然人或法人团体。董
事名册之正本或副本须存放于公司之注册代理办事处。由
2016年4月起，每一家BVI公司须向BVI注册处呈交董事名
册。董事资料不会供公众查阅，但资料可以透过法庭命令或
主管机构的申请而得以存取。同时，新的BVI公司必须在其
董事任命后21天内呈交董事名册。其后，如董事名册有所改
动，须在变更后30天内通知BVI注册处。

注册办事处/代理 

每家BVI公司须于当地有一个注册办事处及一名合资格的注
册代理。

所需时间 

注册一家BVI公司的流程需要约15个工作天。

年度经济实质申报 

成立首年后，公司须每年向当地代理提交「经济实质申报」
(Economic Substance Reporting)。

法定记录保存 

公司必定要保留足够的记录以表明及解释公司的交易，并
确保公司的财务状况在任何时候有合理的准确度。公司的
交易记录不须存于英属维尔京群岛，而可由公司的董事自由
决定。公司也不必公开其商业或财务记录。

成立BVI公司 
1. 注册BVI有限公司 
2. 相关的注册流程咨询 
3. 准备注册公司所需的文件 
4. 向BVI注册代理提交注册文件 
5. 就公司开设银行账户提供建议 
6. 准备公司印章（原子印1枚、钢印1枚）、会议记录簿、董

事、秘书、成员等名册、公司章程细则和股票簿 

管理BVI公司 
1. 出任公司管理人 
2. 安排于法定之会计年度六个月内递交经济实质申报报告
3.  为法定文件存档 
4. 安排注册代理费用及当地登记费的支付 

代支费用 
• 当地牌照费用
• 支付BVI注册代理的注册办事处费用
• 支付经济实质申报費用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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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内地、香港及
欧洲营商法规

服务承诺：
及时，专业，合理

近百名财税及企业服务
专才

丰富的中大型企业跨境
投资顾问经验

提供会计审计及不同层
面的企业服务

创立至今
逾五十年

注册BVI公司流程

我司会协助查册名称可否注册

如：须发行股份的数量、董事及股东
的护照复本/最近2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及公司业务性质等

注册BVI有限公司向BVI注册代理提交注册文件

客户提供拟注册的公司名称

客户提供公司架构的资料

客户完成付款程序

我司准备所有注册文件给客户签署

前期准备

约2-15个工作天

2-4个工作天

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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