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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确认表

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

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注册申请

公民身份投资计划

仅供官方使用

参考编号

代理人执照号码

收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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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确认表格

该投资确认格只需由主申请人用英文填写。需要在该表 B部分列出随同申请的家属以及根据适当的投资计算的

总金额。

A部分：你的个人信息

B部分：家属详细信息

A1. 姓/姓氏 (如护照所示) A2. 名/名字 (如护照所示)

A3.出生地点和国家 A4. 出生日期 A5. 性别

□ 男 □ 女D D
日

M M
月

Y Y Y Y
年

B1. 此次一同申请的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

姓/名 出生日期 与主申请人关系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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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部分：公民身份投资标准

“公民身份投资”的意思如下：

a) 根据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投资法案（2013）第 6条的规定购买批准项目的房产；或者

b) 根据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投资法案（2013）第 7条的规定，捐款至国家发展基金会（“NDF”）；或者

c) 根据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投资法案（2013）第 9条的规定，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做企业投资。

请根据你所作出的投资类别，只填写 D-F部分的其中一个。

D部分：房产 （如适用，金额将大于 40万美金）

E部分：国家发展基金会捐款 （根据限时捐赠金格：10万美金）

F部分：企业投资 （如适用，将大于 150万美金或根据多人商业投资者计划 40万美金）

D1. 房产项目

D2. 房间名或号码

D3. 购买价格（美元）

D4. 请在此处勾选确认，你是否将你与发展商签订的已执行的原始购销协议附在了申请

里。
□ 是 □ 否

E1. 国家发展基金会捐款金额（美元）

F1. 拟议或现有企业名称

F2. 拟议或现有企业投资金额（美金）

F3. 如果进行合伙投资，请列举你的企业合伙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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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部分：政府和处理费

请根据下表计算你的政府和处理费用：

重要事项：请注意你需要在递交公民身份申请时缴纳以下费用：

1. 百分之十（10%）的政府和处理费，以及

2. 以上列明的所需的尽职调查费全款。

费用

处理费 — 一至四人的家庭 USD 25,000

处理费 — 一至四人的家庭(购房和企业投资) USD 50,000

处理费 — 五人的家庭 USD 40,000

处理费 — 六人的家庭 USD 55,000

处理费 — 七人的家庭 USD 70,000

处理费 — 每一额外受养人 USD 15,000

G1. 所需的政府和处理费总计（美元）

尽职调查费 — 主申请人 USD 7,500

尽职调查费 — 配偶 USD 7,500

尽职调查费— 每位 0-12岁受养子女 USD 0

尽职调查费— 每位 12-17岁受养子女 USD 2,000

尽职调查费— 每位 18-25岁受养子女 USD 4,000

尽职调查费— 每位 65岁以上的受养父母 USD 4,000

G2. 所需的尽职调查费总计（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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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部分：投资声明

我在此确认我将投资如上述声明的金额，以作为根据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投资法案（2013），能够使我符合

投资入籍安提瓜和巴布达公民身份的投资。

K部分：国家发展基托管捐款支付指示（如适用）

请在收到汇款要求时，根据以下银行转账/支付指示，将以上列明的总款项以美元形式汇入国家发展基金会账户。

地点和日期 主申请人签名

Pay to 支付至： Bank of America
701 Brickell Avenue, 6th Floor
Miami
Florida, 33131
USA
ABA Number: 026009593
SWIFT: BOFAUS3M
美国银行

美国

弗洛里达州，33131
迈阿密

布里克尔大街 701号 6楼

美国银行协会号码: 026009593
银行代码: BOFAUS3M

For credit to 贷记至: Antigua Commercial Bank
Thames and St Mary’s Streets
P.O. Box 95
St John’s
Antigua
Routing Number: 1901721716
SWIFT: ANCBAGAG

安提瓜商业银行

安提瓜

圣约翰

邮政信箱 95号

泰晤士和圣玛丽街

2018年3月版本5 | 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版权2014| 复制此表格是非法的



6

重要事项 - 请仔细阅读

你必须确保：

 你需要在付款时附上投资公民组在批准你的申请后出具的批准信，以便正确地记录你的付款。汇

款账户可以不是你名下的账户，但是必须要在汇款的备注里填写批准信里你的全名和档案号。

 转账时需要多汇 70 美元，作为安提瓜商业银行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境内收款时产生的手续费。

 你需要向你的银行说明：汇款时需涵盖並支付所有的手续费，包括代理银行的手续费。

路由号码: 1901721716
银行代码: ANCBAGAG

For final credit to 最终收款人: Account Name: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Account Number: 11000230

账户名称：投资入籍公民身份

账户号码：110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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