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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和巴布达 

安巴经济特区（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司）牌照令，2015 

 

法规安排 

命令（顺序） 
1. 简称 
2. 安巴经济特区牌照的授予 
3. 激励及优惠 
 
列表I-指定土地 
列表II-激励及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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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和巴布达 

安巴经济特区（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司）牌照令，2015 

2015, 编号：53 

安巴经济特区（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司）2015年牌照令，由部长行使其包含在2015
年度经济特区法案第23款（6）、（7）小条中的权力而制定。 

1. 简称 

此令可被称为2015年度经济特区（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司）牌照令。 

2. 安巴经济特区牌照的授予 

 (1) 依据2015年经济特区法案第23款（6）、（7）小条赋予我的权力和权威，我在此授予
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达国际”）牌照，准许在列表I中详述的指
定土地上设立经济特区。 

3. 激励及优惠 

(1) 一达国际将被授予列表II所列的激励及优惠，而这些激励及优惠与安提瓜和巴布达经
济特区（此牌照中简称“安巴经济特区”）共同存留且终生有效。 

(2)所列于表II中的激励和优惠，兹授予一达国际，即牌照持有人，以及任何获批准在安
巴经济特区内运营的企业或行业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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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I 

安巴经济特区指定的土地 

 

 

 注册部分 区域 地块 面积 

1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692A 2 110 

2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2A 1 320.13 

3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4A 6-/1 1.25 

4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4A 7-/1 2 

5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4A 8 5 

6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4A 10-/1 1.25 

7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4A 11-1 0.45 

8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4A 13-/1 0.8 

9 科伦布半岛和邻近岛屿 21-2894A 14-/1 0.9 

10 吉尔伯特 22-2690A 61 1,052 

11 吉尔伯特 22-2890A 1 2.5 

12 吉尔伯特 22-2890A 6 36 

13 圣菲利普北 25-2990A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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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II 

授予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安巴经济特区的 
激励及优惠政策清单 

功能区 

指定土地 所有激励及优惠政策授予一达国际以及在安巴经济特

区内的任何批准的运营的企业或行业的实体 。安巴

经济特区位于安提瓜和巴布达境内，为一达国际所拥

有。安巴经济特区的指定土地包括位于科伦布半岛和

相邻岛屿的区域上的土地，吉尔伯德及圣菲利普北部

土地，总面积大约为1,600英亩（9,800中国亩） 

安巴经济特区允
许的企业及行业
功能区类别 
 

1.    安巴国际旅游岛 

2.    中安国际自贸区 

3.    安巴离岛免税区 

4.    安巴国际保税仓储区 

5.    安巴金融银行中心 

6.    安巴投资基金中心 

7.    安巴离岸金融结算中心 

8.    安巴保险信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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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巴离岛财富管理中心 

10.   安巴国际证劵交易中心 

11.   安巴综合娱乐区 

12.   安巴赌场开发区 

13.   安巴贸易物流及批发基地 

14.   安巴国际教育研发区 

15.   安巴国际总部基地 

16.   安巴国际医疗康复修复区 

17.   安巴自贸区综合产业园区 

18.   安巴空港产业园区 

19.   安巴港口运输枢纽基地 

特区的监督与管理 

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应 － 
a）向部长提交安巴经济特区发展战略计划的建议， 
b）对安巴经济特区进行周期性检查，及 
c）监督特区委员会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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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委员会 特区委员会是安巴经济特区的独立管理机构，负责审
批和监督所有特区的招商、计划、投资、发展、建设
和运营，以及其他跟该特区相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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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政策 

安巴经济特区和
该特区优惠政策
生效日 

安巴经济特区牌照和授予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
司的激励及优惠从牌照发放公布日开始生效，根据安
巴国家法律持续有效。 

额外优惠政策享
用 

如果安巴政府授予其他投资商任何新的激励及优惠，
安巴经济特区所有项目同样享有此新的激励及优惠。 

批准的企业名称
及行业功能区类
别受保护 

颁发给一达国际的牌照以及所有激励及优惠将终生受
保护。在特区牌照下批准运营的特区功能区，包括企
业及行业的名称及类别将受保护，并且名称及类别不
应批准给其他申请者使用。 

许可 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居民及批准的企业及行业允许自由
收购、持有及出售特区内的土地、股权及其他物业 

金融及税务政策 

安巴经济特区免
纳税 

安巴经济特区零税收、豁免安巴国家所有纳税税种。 

豁免企业和个人
所得税 

安巴经济特区内批准的企业豁免所有企业税。注册在
该特区内的所有股东、区内居民、海外雇员，及其在
特区内和境外的所有投资、股权和其他资产的各项利
润等全部豁免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豁免进出口关税 安巴经济特区内进口和出口的机械设备、生产加工和
装配件、建筑材料、办公用品、成品和半成品、原材
料和任何为特区提供服务，工程及建筑的物品豁免所
有税项和相关费用。凡安巴经济特区进口和出口及转
口的一切货物全部豁免进出口关税和豁免其他全部相 
关税费。到达该特区工作员工及居民所需的家具及办
公物品全部豁免进口关税和其他相关税费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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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增值税，销
售税及资本利得
税 

安巴经济特区内豁免所有增值税、销售税、资本利得
税和豁免其他相关税费 

豁免销售，营业
及开发税 

安巴经济特区内所有销售、营业、开发、建筑等一切
活动，豁免所有税费 

豁免资产利得税
及财富税 

安巴经济特区内注册的所有公司、股东、居民、个
人，无论在该特区内或在任何国家的土地，股权，证
券和其他投资和资产，资产利得税和财富税 

豁免遗产税及赠
与税 

所有企业或个人，不论赠予人与被赠予人是什么关
系，豁免全部遗产税，赠与税和豁免其他相关税费 

应上缴特区委员
会费用 

安巴经济特区委员会应为每家批准的特区实体确定应
向特区委员会缴纳的下面费用： 
(a) 安巴经济特区准入费； 
(b) 年费； 
(c) 运营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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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融资政策 

财务租赁 允许批准的金融及财务租赁公司从事与其主营业务有
关的商业代理业务 

企业活动 企业及其商业活动不受限制，除了非法行为 
 

企业财务 企业融资，包括现金、债务、股权、可转债、地产基
金、或其他信托形式均被允许 
 

出资 允许非现金企业出资（例如知识产权投资）设立任何
公司 
 

外资股权和外汇
制度 
 

安巴经济特区内任何类型的商业、工业项目投资不设
外资股权限制，外汇制度自由，保证企业高度保密性 

经营管理政策 
 

外国语言的使用 就企业名称注册，公司能同时注册一个外文企业名称
与一个英文企业名称 

进出口过程 安巴经济特区自设进出口海关，该海关由安巴经济特
区内设立的海关部门管理，并且由咨询委员会监督。
应建立一个专门的海关管理部门来确保海关独立运
营,建立便捷快速通关程序。 

安巴经济特区内
企业设立申请快
速通道 

安巴经济特区内申请注册企业，必须72小时（相等于
3个工作天）内完成。该特区自设企业注册机构，为
企业注册提供一条龙服务。 

  

D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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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巴经济特区内
企业管理 

主要政策：任何国籍年满18岁的个人均可注册；注册
股本1,000美元以上；公司形式是豁免公司；股东资
料绝对保密；安巴经济特区实体不用举行周年股东大
会；设立公司只需一人同时担任股东及董事；除需要
牌照的企业，如银行、保险、融资等，公司用途无限
制。 

金融中心管委会
的设立 

安巴经济特区设立金融中心管委会，由特区管委会授
予对安巴经济特区金融中心管委会的管理及控制权
力。此权力包括对安巴经济特区内的金融中心、离岸
财富管理中心、离岸金融结算中心、离岸银行、信托
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进行审批。金
融中心允许独资、合资、外商投资，灵活创新地经营
活动，日常经营管理，审计，制定相关的政策及法
规。  

金融政策－外汇 在安巴经济特区金融区内放宽货币外汇管制，允许对

跨境资本的自由转账，不强制结算为本地货币。特区

没有任何外汇管制,国外货币金融交易，通过货币发

行国进行清算，无需货币兑换。 

非居民可以进行安巴境内及境外外币的自由兑换 

允许资金的自由流动，对贸易、非贸易以及资金项目

的收支不加限制,特区内居民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资

金转移。 

金融政策－安巴
经济特区内外汇
交易 

存款、贷款利率自由浮动,外汇的进出与当地进行结

算独立，减少利率管制及金融交易限制，免除外币存

款准备金要求。安巴经济特区内，根据反洗钱相关的

Dan Zhao

D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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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制定完善的反洗钱制度。 

金融政策－税收 政府不对金融中心征收直接税，不对其投资者、管理

者、运营者征税；对投资战略、货币使用、投资工

具、风险等没有限制；可采用灵活的金融结构；财务

报告可以采用任何在安提瓜及巴布达法律下适用任何

会计标准等。 

核验税收 法人取名自由，允许单个自然人股东设立法人，除法

律规定的不允许范围外，允许在其他所有商业范围经

营，不限定董事会召开频率等，最低限度的年度报告

和信息披露，股东私人及保密信息保护，离岛业务豁

免全部营业税、利息税、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 

保密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对客户资料提供绝

对的保密。 

取消许可证批准
要求 

安巴经济特区内获取批准的运营实体无需项目申请

书, 可行性报告或项目启动审批手续等。 

建设许可及批准 安巴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和整体环评安巴政府一次性批

复。安巴经济特区内所有基础设施和所有建设项目的

许可由该特区内负责建设许可审批的部门授予，对建

筑、结构、抗台风、环评等全面审批，并负责审批合

格发放许可证，许可证的法律效力同安巴规划局有同

等法律效力。请国际建筑设计师根据安巴现行规划法

律法规标准为安巴经济特区内项目做设计。安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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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所有开发项目的审批和批准在7个工作日内批

完，报安巴规划局和环保局备案。 

放宽医疗事业现
行准入制度 

所有安巴经济特区内医疗及健康产业的投资及运营，

包括干细胞相关业务，豁免所有税收，且无业务类型

和医疗用品及设备贸易上的限制。在安巴注册的海外

医生可在特区执业。卫生保健行业其他的专家可自由

在特区内开展业务。 

 

雇佣及信息中心 允许雇佣外籍员工从事区内工作 

 

取消签证限制 安巴经济特区内工作人员，在14天内申请发放达5年
有效的工作及居住许可 
 

工作许可 允许外国（非）居民受雇在区内任何领域，从事任何
专业的商业、工业活动（包括监督, 技术和咨询职位
等），14天内完成工作许可审批。 
 

销售到国内市场 所有商业及工业产品，服务及机械允许销售到国内市
场。销往国内市场等同进口。 
 

海关程序及批准 安巴政府一次性批给安巴经济特区海关独立经营许
可。特区自设进出口海关，该海关由特区内设立的海
关部门管理，并且由咨询委员会监督。应建立一个专
门的海关管理部门来确保海关独立运营,建立便捷快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D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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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通关程序。安巴经济特区海关实施简便的海关进出
口手续，包括符合世界海关组织（WCO）标准的原则
和标准，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安巴经济特区内所有进
出口通关在3天内全部完成。 
 

基础设施政策 

（空间）规划和
建设不设限制 

取消（空间）规划、容积率和建设限制（在岸、离
岸）；所需的建设包括但不限于：（私人）码头、
（人造）沙滩、沟渠、海峡、防波堤、（水下）景点
等取消限制, 根据安巴实际规划法的最低水平执行。 

环境保护及批准 安巴经济特区的整体环境评估安巴政府一次性批准。
安巴经济特区管委会设立专业环境和消防审批机构，
为该特区内所有开发项目的环境和消防审批的批准发
放许可证，该特区机构的审批法律效力同安巴政府审
批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安巴经济特区聘请国际专业环
境评估专家和消防专家根据安巴国家的环境和消防法
律规范依法审批安巴经济特区环评和消防7个工作日
内审批正式批准。 

许可授予 授予在水上或水下内建造的许可。根据安巴实际规划
法的水平执行。 

环境保护 在特区外两英里的半径范围内禁止建设新的污染型工
业。 

区外政府基础设
施投资 

政府保证区域连接以外建立, 安置, 提供并维护必要
的基础设施（例如街道、高速公路、电力、通讯、供
水、污水处理等等） 

海关分支及附属
设施设立 

政府保证提供与经济特区独立运营管理的海关相连的
附属设施，如邮政服务, 包括安置, 建立与维护等 

土地使用权 如果一个潜在安巴经济特区的项目因为区域内的土地
限制而不能实现，该项目在区域外收购的土地将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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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安巴经济特区的延伸区域，同时享有该特区的所
有激励及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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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计划政策 

清洁生产 对于自动实施清洁生产机制并通过考核的机构，政府
提供补助；对于主动参与考试并通过的企业，政府提
供补助；如公司被城市工业贸易办公室肯定，根据实
际开发情况，国家给予奖励。 
 

智能城市 在政府的能力之内，将考虑安排资金开发智慧城市。
将鼓励企业寻求贷款支持智慧城市的发展。 
 

离岛免税政策 
 

离岛免税购物 安巴经济特区内的境外居民消费年龄无限制，购物次
数无限制，购物金额无限制，免税产品种类无限制，
离岸享受简化便捷的快速出港通关手续，也可在机场
码头免税店直接提货。 
 

劳动岗位政策 

教育及就业 安巴经济特区内开办教育及研发中心，制造就业机
会，豁免所有教育性质税费及其他相关税费。 
 

牌照政策 
 

允许博彩业 授予安巴经济特区特许权，允许建立、吸引、开展赌
博业活动（包括网上赌博），包括但不限于博彩、体
育、赛马、赛车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赌博业。 
 

  

Dan Zhao

D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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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博彩业 授予安巴经济特区赌场经营牌照,豁免博彩税及相关
收入税，包括豁免每年赌场所有牌照费用、赌场客人
产生的盈利豁免任何税费。 
 

计划项目的所有
相关牌照 

食品饮料、酒类、娱乐业、饭店、赌场等全日全年经
营许可（每天24小时，365天全年有效）。 

金融机构牌照 安巴政府授予特区内的安巴经济特区金融中心、离岸
财富管理中心、离岸金融结算中心、信托公司、基金
公司、证券公司、证劵交易中心、离岸银行、保险公
司的所有金融牌照及相关的审批及批准。 
 

离岸金融结算中
心 

允许区域内多种货币结算，包括美元、人民币、欧
元、东加元不等。 
 

海上捕捞牌照 一达国际将在安巴经济特区成立与投资一家海上捕捞
公司，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该捕捞公司利润百分之
10将分给安巴政府。捕捞公司应成立海上监管队，监
管非安提瓜捕捞渔船，在安提瓜管辖海域捕捞。 
 

投资移民权利政策 

向满足特定要求
人群发放投资移
民权 

在安巴经济特区内购买的土地及其他物业，无论以任
何形式投资，以40万美元为基础，都可办理投资移
民。 

申请费用 安巴经济特区首500户申请人将以五万美元办理一家
四口全部的护照申请，同时豁免转让税及印花税。 

基础设施建设资
本 

安巴经济特区内投资移民在护照发放后，投资移民全
部款项3个工作天内全额支付给经济特区牌照持有
人，用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 

Dan Zhao

D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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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移民项目代表处 

设立代表处 安巴政府将为本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设立代办处,代
办处负责全国推广安巴旅游和投资移民 
 

官方投资移民代
理 

安巴政府授权一达国际投资集团作为持有中国护照的
申请人的唯一官方代表（除了代理商权限），经营其
投资移民项目代理 
 

批准一达国际投
资安提瓜有限公
司在中国的办公
室接受投资移民
申请 

一达国际投资安提瓜有限公司以及其在中国的办公室
是中国唯一获取政府批准的代办处、负责中国护照持
有者申请投资移民 

 

签于2015年12月3日  

 

 
 
 
 
 
 

尊敬的加斯顿，布朗 
总理 

负责安巴经济特区的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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