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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税���结构组合

 * 监�机构和�人�门�间��协作

 * 稳�的政�环�

 * 24小时���成�国际�业�司

 * 现代电�基础设�

 *有�和快捷地办理居住和工作许可证

 *��汇�制

 *有技�、专业和双语的劳动力队伍

�舌尔共和国人口8.7万，是一个由
115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在�
�洋中绵�约1200�里。1770年，
�国人首先在这里�居。 1770年� 
1811年，这些岛屿在�国人和英国人
�间几次易手。1814年，随�《巴�
和约》的签�，�舌尔正式成为英国
��地。

1976年，�舌尔获得独�，成为一个
�主共和国。��、�业捕鱼和�荣
的国际金�业�动了当地经济发�。
�舌尔受�于积极��和促进金�行
业�长的政�政策。

�舌尔�律基于英国普通�和�国�
�基础上。��和金����大程�
上基于英国�律。

�舌尔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国际金�司
�主体，向国际企业和�资者提供范
围��的一�列复杂的税务��产
品，这些产品�满足日�严格的灵活
性、�应性和�全性标�。监�环�
通过��众和�人�门进行合作得�
精心��。这让�舌尔在全球�佳实
�的国际要求��国际企业和�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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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业�司(IBC)是一�简单��
有灵活性的税�结构，�是一�列
��用途�理想选择。�其�司��
辖地��的情形一样，�们�有灵活
性，成为从个人服务�司��合�资
��的�有各�形式的�理想选择。
国际�业�司的灵活性体现在，�通
过简单和��的办理过程��转为�
司（�别执照）。

�舌尔是�界上办理国际�业�司注
册速��快的地��一，当���组
成�司。�国际�业�司的�司组�
和�理相关的活动必须通过当地授权
许可的国际�司服务提供�进行办

 �律�架：《1972年�司�例》和《2003年�司
（�别许可）�》

 全球应税���1.5%的税�缴纳�舌尔营业税

 �司组�时经��的�本金中10%必须得�认购

 �息、利息和�税�征�舌尔代扣�得税，�地
产转让、��转让和其�业务产生的��税也�
予征�

 �备和提�年�申报�和经审计帐目

�司（�别执照）一��为CSL，
是�据《2003年�司（�别许可）
�》授予�别执照的�舌尔国��
司（�《1972年�司�例》组�） 
。CSL是�舌尔��的税务居�，可
开�经许可的国际业务或�舌尔��
业务。CSL在税务上有��，经��
�从事一�列业务活动，�括国际�
�、知识产权�许、服务和当局
��的任何其�业务活动。

CSL应��有两名自然人董事和一名
�舌尔居�担任�司秘书。�国�司
或�舌尔IBC可�作为CSL�续。授
予执照必须经由一�当地经授权许可

法律框架：（2016年国际商业公司
法）
政府费用有竞争力，终生固定
费用与股本或股份数无关
可以拥有或管理在塞舌尔登记注册的
船舶
公司可能受到股份的限制或担保。
会计记录可能在塞舌尔之外但必须在
要求的时候提供塞舌尔的当局。
可以合并为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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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尔基金�在�律上是一个独�的
实体。�舌尔�律明�规�，一旦资
产转�基金�，�们�变成该基金�
的资产，拥有�全�律和实��有
权，不构成基金�发起人�故时的任
何个人财产�分，这是�舌尔独有
的。

�舌尔基金�的资产不得�括�舌尔
��的任何不动产。但基金�可�在
�舌尔IBC、有�合伙企业和经许可
发�的�舌尔共同基金�拥有利�。
基金�也可�作为�舌尔�托或其�
�舌尔基金��的受�人拥有利�和
权利资格。

�舌尔基金�可用于各�用途，但不
得从事日常�业活动。然而，基金�
全资或�分�有的�司开�贸易活动
不受�制。 

基金�的受�人对基金�名�资产�
有�律或实�权�，这些不得变更为
受�人的财产，除��据基金��程
或规�分配。

�许基金�委任一名保护人，其作用

发起人、受�人或理事可�受委任担
当保护人，只要该保护人不是�一理
事或�一受�人。基金理事�必须由
一人或一人�上组成，可�括�人团
体。基金�在进行注册登记必须经由
一�经授权可提供基金�服务的提供
�办理。

 �律�架：《2009年基金���》

 基金��基金��程成�，行政规�可�由不开
��共�阅的监�规�扩�而来

 �国基金�可�在�舌尔存续

主要�点：



 1994  �律�架：《1994年国际�托�》

 有竞争力的政��费，当��成注册

 ���计�面�有�制

 财产授予人可选择�据�

 可�拥有和经营其��票，操作银行账户，��
在该国买卖政�证�。

�舌尔国际�托是一�类�一�司�
�辖���托的�律��。当一�经
授权发�的�舌尔居��托人登记一
�声明，�明相关�律�有�款都已
得���，�可成�一��舌尔�托
单�。

国际�托

�舌尔有�合伙企业(LP)是类�其�
司��辖��有�责任合伙企业的一
��律��。一�LP可有两名或两名
�上�人，但合伙企业必须��一名
或一名�上一�合伙人和一名或一名
�上有�合伙人。�人团体可�作为
一�或有�合伙人，一�合伙人可�
拥有作为有�合伙人的利�。在注册
LP必须通过当地发�许可的国际�司
服务提供�操作。

有�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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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点：

主要�点：

法律框架：（2003年有限合伙企业法）
保证20年免税
可在塞舌尔境内从事促进国际商业的业
务活动
最少需要一位合作方是塞舌尔的IBC或
者CSL

法律框架：（2003年有限合伙企业法）
保证20年免税
可在塞舌尔境内从事促进国际商业的业
务活动
最少需要一位合作方是塞舌尔的IBC或
者C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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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护单元�司(PCC)是�舌尔国�
�司的一�形式，这类�司�够设�
一个或多个拥有分�独�的资产和负
债的单元。然而，�个单元不构成一
个独�的�人实体。PCC只需要一组
董事、�司秘书和注册地址。可�一
开���PCC的形式组成�司，或从
现有�司转为PCC。�体某个单元
的债权人只对该�体单元资产和PCC
的“�单元分�”资产�有追�求赔
权。PCC的税���有�舌尔国��
司相同，可选择申请《2003年�司（

主要�点：

 �架：《2003年受保护单元�司�》

 单元资产�括单元�本和储备

 税�居�PCC作为一个�司在�舌尔��纳税且
一次��

 在可�从事当局��的任何业务活动

主要�点：

集体户投资机关集体户投资机关集体户投资机关

塞舌尔允许公司，单位信托或者
合伙企业经受全特许成为共同基
金，给基金管理公司一份相当长
的可选基金工具清单。这些公
司，可以在塞舌尔或31个认可
司。

法官辖区中的任何一个呢组建。
基金若能满足当局要求，即法律
地位良好病拥有认可的司法管辖
区之一发放的有效牌照，则可获
得豁免外国基金地位。 豁免外国
基金必须已在认可的司法管辖主
体内拿到牌照，由塞舌尔发牌的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并且在一家
股票交易所上市或者最低投资额
10万美元。

塞舌尔允许公司，单位信托或者
合伙企业经受全特许成为共同基
金，给基金管理公司一份相当长
的可选基金工具清单。这些公
司，可以在塞舌尔或31个认可
司。

法官辖区中的任何一个呢组建。
基金若能满足当局要求，即法律
地位良好病拥有认可的司法管辖
区之一发放的有效牌照，则可获
得豁免外国基金地位。 豁免外国
基金必须已在认可的司法管辖主
体内拿到牌照，由塞舌尔发牌的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并且在一家
股票交易所上市或者最低投资额
10万美元。

法律框架：（2008年共同和对冲基
金法）
在塞舌尔境内免税
专业基限于仅向每位最小投资额
10万美元的专业投资人开放
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下得超过50
人，不得邀请公众认购
获发牌基金地审计师可以来塞舌尔
国内也可来自海外

法律框架：（2008年共同和对冲基
金法）
在塞舌尔境内免税
专业基限于仅向每位最小投资额
10万美元的专业投资人开放
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下得超过50
人，不得邀请公众认购
获发牌基金地审计师可以来塞舌尔
国内也可来自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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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架：《2007年证��》

 �幕�易、操纵价格、�场操纵、使用欺骗性陈
述和欺诈性�易都在该���架�处理

 全球应税���1.5%的税�缴纳�舌尔营业税

 支付给�居�的�息、利息、资本利得和提成费
不征�代扣�得税

 �许�价合约挂�和实时�易

《2008年保险�》使�舌尔保险业监
��架�应了现代需要，并在�架�
给予了更大的灵活性。该�对于一�
列范围��的产品，�括专属保险、
再保险和人�保险等，都作了监��
面的规�。�有�国�保险�必须�
�有一�本地保险负责代�人。负责
代�人负责维护�司记录、申报并担

 �律�架：《2008年保险�》

 �舌尔���税

 精算师、审计师、代理人、经纪人和�理人的行
为�符合���件

 可�使用达���标�的�籍审计师和精算师

 可��佣50%�籍劳工

主要�点：

主要�点：

2007年制定的证券法提供了在塞舌
尔境内进行证券交易的监管框架。 
通过对市场的所有组成部分授权发
牌，监管和强制执行国际上认可的
准则，该法保护了投资者信心。该
法案的许可证仅对全球应税收入承
担1.5%的营业税税率。

2007年制定的证券法提供了在塞舌
尔境内进行证券交易的监管框架。 
通过对市场的所有组成部分授权发
牌，监管和强制执行国际上认可的
准则，该法保护了投资者信心。该
法案的许可证仅对全球应税收入承
担1.5%的营业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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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架：《1992年���》

 有竞争力的注册成本和打折的�口费用

 �只�有权必须归�舌尔居�或�舌尔�司�有

 �舌尔加�了《碰��约》、《载重线�约》、
《�全�约》和《国际�事组织�约》

 ��全年�可驾驶，锚泊��全

�舌尔正在维多利亚�附近开发一个
�华码头，加上有��力的注册�
律，��一年�季稳�的气��件，
�舌尔正快速成为��和��注册的
目地的选择。��码头为长达100米
的超级��提供理想的泊�场�和
支�设�。现行�律为�舌尔��领
事和��代�向满足�有权和注册标
�的�只签发临时注册证明作好了�

 1995  �律�架：《1995年国际贸易��》

 终�固�的执照费和�惠税�

 不用为�劳支付GOP费用

 快速和有�的进�口清关

 �全、现成的仓储和办�场�

主要�点：

主要�点：

口和转口国际贸易实现成本��而创
�的贸易�。�有此类贸易�实际上
都�认为是���域，�而，不�用
�舌尔税�和其�专门�律。�理业
务经营和经营�财务自由的�律旨在
为经营�提供一�国际竞争�势，并
满足�品和服务的分销�、�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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