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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讯息

填写本表格前，请仔细阅读

所有提出的申请将由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审查。 请注意，如果认为有必要，可请你参加在安提瓜和
巴布达的政府官员或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馆或高级事务专员进行的面谈。 如需面试，有关政府部
门会在你递交申请后，适时通知你。

此表要用英文填写。  如有必要，请在单独的纸上提供更多的细节。 随本表格附上的所有文件必须
是英文的，或附有经公证的英文译本。 这些翻译必须由专业翻译（由法院正式认可）、政府机构、
国际组织或类似的官方机构编写。 如果有关国家没有正式认可的翻译，翻译必须由其唯一或主要业
务是从事专业翻译的公司编写。 凡文件须作为“核证副本”提交，这是指由公证人或被授权证明文
件是原件的真实副本的其他人核证的文件副本。 此类文件必须根据文件来源地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进
行认证和公证。

就公证人而言，根据1961年10月5日《废除外国公共文件合法化要求的海牙公约》，证书必须通过
海牙公约签署国公证人认证。 认证人不得与正在验证的一方密切相关。 例如，配偶不得相互证明
对方的文件。 作为每份文件核证的一部分，核证人必须提供下列资料：

a) 签署文件并注明日期；

b) 用大写字母清楚地打印全名；

c) 陈述相关专业成员资格的职位和专业会员号码；以及

d) 提供完整的地址、电话和 /或电子邮件地址，以便与他 /她联系。

18岁以上的个人必须向国家执法当局（通常是警察或司法部的一个部门或类似的政府机构）证实他
们没有犯罪记录。 在大多数国家，应中央警察/政府办事处的要求，这种证书很容易获得。 在一些
国家，警察当局只会直接将这份证书送交请求证书的外国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证书应寄到以下地
址：

"投资公民组",3楼 ABI 金融中心，雷德克利夫街，圣约翰，安提瓜 

 

请注意，只有在本表格被正确填写、注明日期和签署并附有G部分所列所有所需文件的情况下，才
能接受和处理申请。唯一的例外是警察证书，可以单独提交（见上文）。 必须使用原件表格，复印
件不可接受。

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应在提交公民身份申请之前要求警察证明。 还建议这些申请人在提交申
请书中附上所要求的警察证明书的收据副本（如果有的话），以协助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追踪其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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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格将用于根据《2014年安提瓜和巴布达投资公民法(修订)》申请登记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
如果一个以上的人申请，无论是作为一对夫妇还是作为一个家庭，每个人（包括孩子）需填写一份
表格。

在表格中不适用的部分，请写“不适用”。如未就业的未成年子女或配偶的就业信息。 每张表格
都要亲自填写，不能书写的孩子除外。对于未满18岁的儿童，父母双方必须代表儿童作为其法定监
护人签署表格。 如果父母一方是儿童的唯一监护人，或其他人是法定监护人，则必须提供适当的文
件来确认这一点。



另类公民身份声明

请详细说明你寻求获得其他国籍的原因

请在这里打勾

请注意：任何人代表主要申请人在本申请书中所作的所有和任何陈述
和/或声明，均应视为主要申请人本人所作的陈述和/或声明。

A部分：你的个人资料

Mr Mrs   Miss Ms 其他 ...........................

 

男性 女性D D M M Y Y Y

 

  

你是否为以下人士填写此表格

主要申请人

配偶

受养人

主要申请人授权代理人

主要申请人的捐赠人

A1. 头衔和全部法定姓氏，如你护照上显示的那样 A2. 如你的护照上合法的名字和中名

A3. 已知（或已被知）的前/少女/其他姓名或别名 A4. 如果您已更改姓名、日期和更改姓名的理由

A5. 你的出生证上写着合法的姓名

  

已婚

寡妇

未婚

离婚

 

 

Y

A6. 你的姓名族裔中的寫法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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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出生地点 A10 性别

A11. 婚姻状况 A12.出生时的公民身份

A9. 出生日期A8. 出生国家

A13. 婚姻或普通法状况的细节。 如果结婚，提供配偶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地点。 如果离婚，请提供前配偶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地
点以及准予离婚的地点和日期

A14. 我也是下列国家公民，或曾经是下列国家的公民（请列出任何改变公民身份的日期，包括放弃公民身份，以及记录这种改变的地点）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护照1 护照2

护照号码

发行地点

到期日

....................................... ........................................

永久电话号码 移动电话号码 个人电子邮件地址

是 否

你的业务或雇主的业务性质 与你或你的雇主做生意的最重要的人/公司

你的企业或雇主名称 你的企业或雇主的公司网站地址

你的年净收入毛额（以美元、欧元或英镑计）

适用范围：

……………………………………………….……… $  /  €  /  £  

 

 

发行国

其他主要住宅地址（如适用）现居住详细地址

目前的主要职业 你是自雇人士吗？

你的企业或雇主的地址 企业电话号码

企业电子邮件

收入来源（你的职业或企业活动造成你的主要收入来源）

上述业务活动的地域管辖权 (例如： 你做生意的市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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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护照详情 -如果您持有多本护照，必须提供所有护照详情（如有必要，请在附加页上继续）

A16. 身份证号码和签发国

号码...................................................... 国家

签发日期

A17. 社会保障或保险号码和发放国

号码................................................... 国家

A18. 请列出所有语言你的说、读、写水平

A19. 地址和联系方式

A20. 工作及商业资料

A21. 收入、资金来源和财富来源



你的总净值，（个人资产减去你的个人负债 )(以美元、欧元
或英镑计）

适用范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

银行名称和地址（全文）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地址

 

姓氏/家庭姓氏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地址

 

宣称为总净值的金额目前持有情况如下：

户口持有人姓名 IBAN / BIC 代码

提供所有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无论是否与你一同申请公民身份，包括那些合法收养的人。 如果任何家庭成员死亡，只需填写
姓名，并在“居住地址”栏中写上“已死亡”。 如果您正在与您的配偶和您的任何子女一同申请公民身份，请注意，除了在此
表格上提交他们的详细信息外，必须为与您一起申请的每个人填写一份单独的表格。 请注意，一般只有18岁以下的子女，他们
是申请人的亲生子女、合法收养的子女或以前婚姻的子女，可以包括在你的公民身份申请中。  25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是受抚养
的、未婚的和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可以包括在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将需另付单独的政府费用。

B1. 你父亲的详细资料（亲生或收养）

性别

B2。 你母亲的详细资料（亲生或收养）

名字

女性

名字

男性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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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银行账户/储蓄...........................................................

投资账户..................................................................

房地产持有.................................

商业资产..................................................................

其他（具体说明）................................................................

产生你的总净值的活动的地域管辖权(例如:房地产持有地)

A23. 您将向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汇款的个人银行账户详情

A22. 确认财富來源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B部分你的家庭资料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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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确认财富来源

先生/夫人/小姐----------------------------------------------- （全名）

根据经修正的《 1996 年防止洗钱法》，其针对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准则和条例特别是第 3（J）条，投

资公民组被要求备有有关申请人财富来源的信息在相关档案。我们因此，请我们的申请人在适当的地

方填写此确认表格，并在确认表格写上日期和签名。

该表格可以由顾问或中介机构代表客户填写并签署，前提是随附所有必要的证明文件。

注意：根据适用的民法和刑法，投资公民组有义务严格保密处理所有客户信息，不得披露任何此类信

息，除非我們收到刑事法院或检控官命令披露或是法律允许的。

检查财富来源 所需资料 请描述所要求的信息或

参见附件（必需填写）

家庭财富 指定：例如 （前任的）企业家，继承，

其他详细的资源和/或文件说明

活跃企业 * 公司名称

* 业务简介

* 法定席位/公司管辖权

* 公司网站（如适用）

* 最近审核的财务

前企业 * 如果“出售给第三方”：

购买者和交易日期以及转让文件的

副本

* 如果其他：详细描述并提供文件

收入 * 专业

* 雇主名称

其它 详细描述并提供文件

附件总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及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你的配偶是否被纳入你的申请？ 是 否

 

请注意，对于包括在申请中的所有儿童，将需要单独的AB1表格。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是 否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居住国

这个孩子是否要列入你的申请？ 是 否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这个孩子是否要列入你的申请？ 是 否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这个孩子是否要列入你的申请？ 是 否

姓氏/家庭姓氏

男性 女性

出生日期

D D M M Y Y Y Y
出生地点 居住国

这个孩子是否要列入你的申请？ 是 否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性别

性别

性别

性别

性别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名字

 公民身份

性别

性别

性别

性别

B4。配偶详情

B5。 你的子女（包括亲生子女、领养子女和继子女）的详情

这个孩子是否要列入你的申请？

姓氏/家庭姓氏

出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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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你的兄弟姐妹的详细情况（包括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继父和收养的兄弟姐妹）

may
Square

may
Square



 

从（月/年） 至（月/年） 街道地址，城镇，邮政编码，国家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从（月/年） 至（月/年） 学校名称 地点 获得资格/文凭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从（月/年） 至（月/年） 職業 雇主名称 地点 业务类型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注：住所应包括你居住过6个月或以上的任何地方）B6。 列出你过去10年居住的所有地址

B7。请详细介绍你所受的教育和你所获得的资格

B8。 请详细介绍你过去十年的工作经历，包括失业和自雇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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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Square

may
Square

may
Square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C13. 是否有您所从事任何其他业务活动尚未在此表格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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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部分. 声明

请注意，如果您对从C1到C13的任何问题回答“是”，您必须在E部分或附件中提供详细的解释。

C1. 你曾经在任何国家的武装部队服役过吗？

C2. 你是否或曾经参加过任何军事或准军事组织(C1除外)？

如果对C1或C2“是”，请提供详细信息和日期，包括单位、职级、服役完结日期和理由，并附上服务证据。

C3. 你是否曾在任何国家干犯任何违法行为被逮捕、起诉、定罪、被判有罪或被赦免？

C4. 在任何国家是否对你提出任何性质的非法活动的指控或指控？

C5. 你是否曾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缓刑？

C6. 你是否曾直接或间接参与资助恐怖主义或任何恐怖份子或犯罪组织？

C7. 你是否曾在任何国家接受任何执法机构或税务当局的调查？

C8. 你是否曾亲自参与，或作为董事参与任何破产、破产或清算？

C9. 你是否曾被拒绝入境签证，非法居留，被驱逐出境，或寻求帮助他人这样做？

C10. 你是否曾被拒绝申请任何国家居留许可？

C11. 你是否曾在任何国家申请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未获得批准？

C12. 你是一个政治人物吗？

[过去或现在的公职人员，或曾经或以前被赋予高级公职的个人。 例如，高级政治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高
级司法或军事官员、政党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 政治人物定义包括家庭成员和主要政治人物的密切关联。

may
Square



D2. 我可以确认我完全遵守了我的全球税收义务。

D3. 我可以证实，据我所知，我目前不是任何刑事调查的对象。

D5. 我明白，如果我被判犯有叛国罪或煽动叛乱罪，我将被剥夺公民权。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请在这里打勾

 

如本表格末尾或附页有更多资料

D1. 我可以证实，我的财富是从完全合法的来源获得的，而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任何类型的犯罪活动的收益中获得的。

D部分. 最后声明

E部分. 补充资料

附加资料和/或附件说明

问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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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我确认，据我所知，在我登记后的头五个日历年，我必须在安提瓜和巴布达至少逗留5天。

may
Square



给予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的申请

 

 
 

  
 

地点和日期 申请人签名

如果是18岁以下的孩子，父母双方必须在这里签字

母亲： 父亲：

 

F部分. 日期和签署

兹证明我已阅读并理解本表格中的所有问题，并且在本表格上或与本表格一起提供的信息，以及任何附件，无
论是由我本人直接提供，还是通过代理人或第三方代表我填写表格，都是真实的和最新的每一个细节。

我在此无保留地授权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核实关于我和（或 )我的子女的任何个人资料 (如我也替子女提出了申请
）。 因此，我还授权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政府可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决定，获取政府可能认为必要的关于我和
/或我的子女的进一步资料、信用报告、犯罪记录或其他类型的记录，我的理解是，这种资料、报告和记录可从公
共来源、政府机构或私人机构获得。 我授权任何联系的机构提供所要求的关于我和/或我的孩子的信息、报告或
记录，我免除所有相关方的任何责任和承担。 因此，我还授权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以本表格提供或安提瓜和巴布
达政府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关于我和/或我的子女的任何个人信息，以便核实这些信息或获得关于我和/或我的子女
的报告或记录，这可能有助于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决定我和/或我的子女是否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

我的理解是，成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可能会影响我目前的公民身份。

如果我的情况有任何变化，影响我在本申请中提供的信息，我确认我将书面通知投资公民组，从本申请之日起至
授予公民身份之日止的期间。

如果给予我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我郑重保证：

• 我将在任何时候忠实地遵守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法律；

• 我的行事方式绝不会给安提瓜和巴布达带来损害；

• 我不会违背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利益。

我确认，我会将把符合条件的投资所需的金额存入核准的代管账户，如果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授予我，我愿
意无条件地继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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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申请获得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

请注意，此表格构成法定声明。 请确保您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和正确的。 如果你在这份表格上做了虚假的陈述或遗
漏了所要求的信息，你的公民身份申请可以被拒绝。 如果稍后发现你提供了虚假或不正确的信息，根据2014年
《安提瓜和巴布达投资法(修订)》第3节第4部分，你可能被剥夺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你可能面临刑事起诉
。



每位申请人，包括儿童，均须提交下列表格及文件：

1.

2.
 

4.

5.  

 

 

6.  

7.
 

 
 

 

 

 

 

 

 

G部分. 所需文件

3.

 

 

 
 
 
 
 
 
 
   

  

 

  
  

 
  

- 完整出生记录的原件或完整出生证明的认证副本 (即：一份出生文件，其中也包括你父母的详细资料，或户口  
  本、家庭簿等 )

- 所有18岁及以上的申请人必须提供他们在过去10年中居住超过6个月的任何国家及所有申请人拥有公民身份的
国家的警察证明原件。 唯一的例外是，如果申请人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他们没有在拥有公民身份的国
家居住过。
在你递交申请时，警方的证明必须少于六个月。 如果没有警察证书，则必须提供单独的法定声明，详细说明曾
试图获得警察证书但失败的情况。 法定声明还应说明申请人（以及任何随行的家庭成员在该国是否被判定有罪
、被定罪或被指控犯有违反法律的罪行）。 法定声明应附有其他证明你品格的资料。

- 军事记录核证副本（如适用）

- 更改姓名证明的核证副本 (如适用，即 契据、领养文件等 )

- 作为证据、解释或以其他方式支持以本表格作出的任何答复或陈述所需的任何文件

8.

9.

10.

以下表格及文件只须由主要申请人提供：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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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全日制教育的申请人入学
- 未与父母同住的18至25岁受抚养人的住址证明（就读大学）

- 雇 用 证 明 和 / 或 公 司 文 件 （ 如 适 用 ）

- 照片及签名证明书 (表格AB2)

- 医疗证明书 (表格AB3)，包括艾滋病毒测试的原始结果（包括12岁或以上儿童在内的所有申请公民身份的人
都需要艾滋病毒测试）。 注意HIV检测结果不得多于3个月。

- 您目前护照的认证彩色副本，显示姓名、照片、公民身份 /国籍、签发日期和地点、到期日、护照号码、签发
国和签名。

- 现有国民身份证的核证彩色副本。

- 在过去6个月内拍摄的8张护照大小的彩色照片原件。 照片必须是

- 头部和肩部的完全正面特写，头部覆盖70%到80%的照片，显示耳朵和头发线在前额以上可见。
- 不戴太阳镜。 有色处方眼镜只要眼睛还能看得见就可以
- 让你直视镜头，睁着眼睛，眼睛里没有头发，没有任何头罩
- 在浅色的背景及无斜影下拍攝摄
- 一个自然表情（不要笑，也不要皱眉头）並闭上嘴
- 一个真实的图像，没有任何改变，，清晰，锐利和焦点
- 大约35×45毫米的大小，高质量的颜色和高质量的纸张上
- 照片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其中一张照片必须经过认证。 八张照片中的一张必须附在表格AB2上，一
张必须附在表格AB3上。

- 一份投资确认书/NDF协议 (表格AB4)

- 在房地产选择的情况下：正式执行的房地产合同（购买和销售协议）的副本，正式执行的托管协议的副本。 如果交易已

经完成，则提供产权转移的证据（契据或产权证明）并确认所有资金已存入托管账户

- 一份代理人表格 (表格AB5)

- 一份国际认可银行出具的银行证明信原件，期限不超过6个月

- 一份专业推荐信正本 (例如 律师、公证人、特许会计师或其他具有类似资格的专业人员 )，不超过6个月

-二份住宅地址证明文件正本 (例如 最近的公用事业账单或银行结单的核证副本，注明全名和地址，或银行、律
师、特许会计师或公证人的书面确认书 )，不超过3个月

下列文件只有在适用的情况下才需要

- 婚姻记录摘录正本或公证结婚证（如与伴侣共同申请)
- 公证离婚副本(如适用）
- 18岁以上每个受供养人（不包括配偶）的供养宣誓书
- 若与主申请人一起申请，18-25岁受抚养人需一份经认可的大学或进修学院发出的书面确认，确认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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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Mrs Miss Ms 其他 A1.头衔和全部法定姓氏，如你护照上显示的那样: 
	undefined: 
	A2.如你的护照上合法的名字和中名: 
	A3.已知（或已被知）的前 /少女 /其他姓名或别名: 
	A4.如果您已更改姓名、日期和更改姓名的理由: 
	A5.你的出生证上写着合法的姓名: 
	A6.你的姓名族裔中的寫法: 
	A5. 出生地点: 
	A6.出生国家: 
	A7. 出生日期: 
	男性: 
	女性: 
	D: 
	M: 
	A12。出生时的公民身份: 
	A11.婚姻或普通法状况的细节。如果结婚，提供配偶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地点。如果离婚，请提供前配偶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地 点以及准予离婚的地点和日期: 
	A13.我也是下列国家公民，或曾经是下列国家的公民（请列出任何改变公民身份的日期，包括放弃公民身份，以及记录这种改变的地点）: 
	文本域1: 
	: 
	(A14. 护照详情 -如果您持有多本护照，必须提供所有护照详情（如有必要，请在附加页上继续）, <Row 1>): 
	(护照 1, 发行国): 
	(护照 2, 发行国): 
	(护照 1, 护照号码): 
	(护照 2, 护照号码): 
	(护照 1, 发行地点): 
	(护照 2, 发行地点): 
	(护照 1, 印发日期): 
	(护照 2, 印发日期): 
	(护照 1, 到期日): 
	(护照 2, 到期日): 
	号码: 
	国家: 
	号码: 
	国家: 
	A17.请列出所有语言你的说、读、写水平: 
	A18.地址和联系方式: 
	现居住详细地址: 
	其他主要住宅地址（如适用）: 
	永久电话号码: 
	移动电话号码: 
	个人电子邮件地址: 
	目前的主要职业: 
	你的业务或雇主的业务性质: 
	与你或你的雇主做生意的最重要的人 /公司: 
	你的企业或雇主名称: 
	你的企业或雇主的公司网站地址: 
	你的企业或雇主的地址: 
	企业电话号码: 
	企业电子邮件: 
	收入来源（你的职业或企业活动造成你的主要收入来源）: 
	上述业务活动的地域管辖权 (例如：你做生意的市场的地方 ): 
	银行账户 /储蓄: 
	投资账户: 
	产生你的总净值的活动的地域管辖权 (例如 :房地产持有地 ): 
	房地产持有: 
	商业资产: 
	其他（具体说明: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1>):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2>):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3>):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4>):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5>):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6>):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7>):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8>): 
	(A21. 请提供一份摘要说明，说明你是如何通过列出主要的收购 /处置和事件来积累你的总净值的（如有必要，请在其他页面上继续）, <Row 9>): 
	A26. 您将向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汇款的个人银行账户详情: 
	户口持有人姓名: 
	帐号: 
	IBAN / BIC代码: 
	银行名称和地址（全文）: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地址: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地址: 
	B3。你的兄弟姐妹的详细情况（包括一半、继父和收养的兄弟姐妹）: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是: Off
	否: Off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是: Off
	否: Off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是: Off
	否: Off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是: Off
	否: Off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是: Off
	否: Off
	姓氏 /家庭姓氏: 
	名字: 
	男性: Off
	女性: Off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公民身份: 
	居住国: 
	是: Off
	否: Off
	(从（月 /年）, <Row 1>): 
	(至（月 /年）, <Row 1>): 
	(街道地址，城镇，邮政编码，国家, <Row 1>): 
	(从（月 /年）, <Row 2>): 
	(至（月 /年）, <Row 2>): 
	(街道地址，城镇，邮政编码，国家, <Row 2>): 
	(从（月 /年）, <Row 3>): 
	(至（月 /年）, <Row 3>): 
	(街道地址，城镇，邮政编码，国家, <Row 3>): 
	(从（月 /年）, <Row 4>): 
	(至（月 /年）, <Row 4>): 
	(街道地址，城镇，邮政编码，国家, <Row 4>): 
	(从（月 /年）, <Row 5>): 
	(至（月 /年）, <Row 5>): 
	(街道地址，城镇，邮政编码，国家, <Row 5>): 
	(从（月 /年）, <Row 6>): 
	(至（月 /年）, <Row 6>): 
	(街道地址，城镇，邮政编码，国家, <Row 6>): 
	(从（月 /年）, <Row 1>): 
	(至（月 /年）, <Row 1>): 
	(学校名称, <Row 1>): 
	(地点, <Row 1>): 
	(获得资格 /文凭, <Row 1>): 
	(从（月 /年）, <Row 2>): 
	(至（月 /年）, <Row 2>): 
	(学校名称, <Row 2>): 
	(地点, <Row 2>): 
	(获得资格 /文凭, <Row 2>): 
	(从（月 /年）, <Row 3>): 
	(至（月 /年）, <Row 3>): 
	(学校名称, <Row 3>): 
	(地点, <Row 3>): 
	(获得资格 /文凭, <Row 3>): 
	(从（月 /年）, <Row 4>): 
	(至（月 /年）, <Row 4>): 
	(学校名称, <Row 4>): 
	(地点, <Row 4>): 
	(获得资格 /文凭, <Row 4>): 
	(从（月 /年）, <Row 5>): 
	(至（月 /年）, <Row 5>): 
	(学校名称, <Row 5>): 
	(地点, <Row 5>): 
	(获得资格 /文凭, <Row 5>): 
	(从（月 /年）, <Row 6>): 
	(至（月 /年）, <Row 6>): 
	(学校名称, <Row 6>): 
	(地点, <Row 6>): 
	(获得资格 /文凭, <Row 6>): 
	(从（月 /年）, <Row 1>): 
	(至（月 /年）, <Row 1>): 
	(職業, <Row 1>): 
	(雇主名称, <Row 1>): 
	(地点, <Row 1>): 
	(业务类型, <Row 1>): 
	(从（月 /年）, <Row 2>): 
	(至（月 /年）, <Row 2>): 
	(職業, <Row 2>): 
	(雇主名称, <Row 2>): 
	(地点, <Row 2>): 
	(业务类型, <Row 2>): 
	(从（月 /年）, <Row 3>): 
	(至（月 /年）, <Row 3>): 
	(職業, <Row 3>): 
	(雇主名称, <Row 3>): 
	(地点, <Row 3>): 
	(业务类型, <Row 3>): 
	(从（月 /年）, <Row 4>): 
	(至（月 /年）, <Row 4>): 
	(職業, <Row 4>): 
	(雇主名称, <Row 4>): 
	(地点, <Row 4>): 
	(业务类型, <Row 4>): 
	(从（月 /年）, <Row 5>): 
	(至（月 /年）, <Row 5>): 
	(職業, <Row 5>): 
	(雇主名称, <Row 5>): 
	(地点, <Row 5>): 
	(业务类型, <Row 5>): 
	(从（月 /年）, <Row 6>): 
	(至（月 /年）, <Row 6>): 
	(職業, <Row 6>): 
	(雇主名称, <Row 6>): 
	(地点, <Row 6>): 
	(业务类型, <Row 6>): 
	问题编号: 
	(问题编号, <Row 1>):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 
	(问题编号, <Row 2>):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3>): 
	(问题编号, <Row 3>):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4>): 
	(问题编号, <Row 4>):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5>): 
	(问题编号, <Row 5>):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6>): 
	(问题编号, <Row 6>):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7>): 
	(问题编号, <Row 7>):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8>): 
	(问题编号, <Row 8>):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9>): 
	(问题编号, <Row 9>):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0>): 
	(问题编号, <Row 10>):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1>): 
	(问题编号, <Row 11>):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2>): 
	(问题编号, <Row 12>):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3>): 
	(问题编号, <Row 13>):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4>): 
	(问题编号, <Row 14>):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5>): 
	(问题编号, <Row 15>):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6>): 
	(问题编号, <Row 16>):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7>): 
	(问题编号, <Row 17>):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8>): 
	(问题编号, <Row 18>):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19>): 
	(问题编号, <Row 19>):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0>): 
	(问题编号, <Row 20>):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1>): 
	(问题编号, <Row 21>):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2>): 
	(问题编号, <Row 22>):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3>): 
	(问题编号, <Row 23>):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4>): 
	(问题编号, <Row 24>):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5>): 
	(问题编号, <Row 25>):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6>): 
	(问题编号, <Row 26>): 
	(附加资料和 /或附件说明, <Row 27>): 
	给予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的申请: 
	地点和日期: 
	申请人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