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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利用泽西岛构架在英国
及其他地区投资房地产
的吸引力

帮助中国投资者积极参与跨
国金融贸易包括与非洲的金
融贸易

为什么泽西岛是财富管
理和慈善事业的理想
之选

泽西岛在伦敦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公司首次公开募股
中的重要作用

Link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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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金融发展局首席执行官

Links with China由泽西金融发展局发行。

本出版物重点介绍泽西岛和大中华区的企业如何能携手合作，共同协助该地区以及与该地区有关联的客户实
现其战略目标。它是我们“Links with”系列出版物（包括俄罗斯、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印度专刊）的扩充。

如有意向“Links with”系列出版物供稿，请联系：

Lucy Braithwaite
电话：+44 (0)1534 836009
电邮：lucy.braithwaite@jerseyfinance.je

欢迎来到 
Links with China
50多年来，泽西岛一直都是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 

泽西岛在全球银行业、财富管理以及企业服务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提供的服务

兼顾了产品创新、严格监管标准、世界一流立法以及各类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所带来的深

厚专业知识。

以下几篇文章将探究泽西岛具有这种竞争优势的具体原因，以及与泽西岛从业者合作的

中介机构及其客户能从中获得哪些好处。

 www.youtube.com/jerseyfinance@jerseyFinancewww.linkedin.com/company/jersey-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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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上海

北京

中国境外投资激增巩固了泽西岛作为全球
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球投资战略

的地位。 

泽西岛已经成为海外资金进入英国及欧洲市场的重要

推力。泽西岛在这项服务中已有着多年的经验，但在

中国这种业务的需求是近几年，尤其是在中国对待国

际投资更加开放之后才开始攀升的。泽西岛不仅是公

司上市、进行跨境交易、享受资金服务的理想之地，

同时也是备受瞩目的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吸引着来自

世界各地的存款。泽西岛作为金融辖区的核心吸引力

在于它具有持久的政治经济稳定性，严格的监管制

度，并有着全球最高标准遵守情况和信息交流，成熟

的法律制度和杰出的服务水平。 

行业经验

泽西岛专注金融服务五十余年，拥有在信托、房产规

划、银行业务、公司组织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丰富经

验。泽西岛银行拥有的总存款超过2060亿美元，其基

金行政管理公司目前正管理经营着的总资产达3360亿

美元。
1

在资本市场里，泽西岛有104家公司在全球范

围内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一部分在香港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市值达720亿美元。
2

对于许多首次寻求国际投资机会的中国投资者来说，

泽西岛有着最庞大金融服务人才规模，超越其它英国

皇家属地及海外领土，且拥有多样化的银行业务，领

先的离岸法和专业服务公司，基金管理和财富管理。

从企业机构的角度看，一些在银行业及零售服务业领

先的公司将泽西岛的业务方式纳入战略计划；一些投

资公司也在泽西岛进行私募股权投资及物业购买和销

售。泽西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消费者和富

裕人士。他们寻求通过信托，购买房产及其它方式来

保护他们在全球拥有的财产，并且推进他们的慈善计

划。 

服务透明

在这金融服务日益透明的时代，选择好辖区进行国际

投资的也显得更加重要。如果没有达到国际化的标准

或投资未遵循法规，不能正确引领投资者整个投资过

程，投资者自然会产生担忧。泽西岛致力于提供最高

标准的监管，广受各独立机构认可。泽西岛是第一批

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入白名单的国际金融中心之

魅力
泽西岛

1 泽西金融监管委员会（2015年6月）于2015年9月将货币从英镑转换为美元。
2 ‘泽西控股公司作为上市工具，于2015年6月实现从英镑到美元的转换 - 泽西金融发展局实况报道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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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上海

北京

一，执行国际公认税收标准，同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评为全球最佳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最近，泽西岛签

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先行者”，承诺遵循

该组织的新常规报告标准，在信息自动交流方面执行

新全球单一标准。  

泽西岛政府及其金融服务管理机构、泽西岛金融服务

委员会已经和来自90多个国家的相应政府及机构签署

了双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中国，泽西岛有着坚实

的合作框架和信息交流，这包括：于2014年与中国证

监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2012年与香港签署的双重课

税协议；2010年中国与泽西岛税收信息交流协议及

2006年与中国银监会的友好合作声明。

业务布局

在与中英贸易委员会合作下，泽西金融发展局于2009

年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以此为跳板进军上海，在中

国已经建立起稳固的根基。此外，很多泽西岛的领头

企业都有在中国设立总部并征募人才来满足市场的要

求。更多关于泽西金融发展局成员企业的详细名单和

联系方式可登陆以下网址查询：www.jerseyfinance.

je/member-directory。 
 

泽西岛财经事务管理局不仅拥有出色的业绩和商业环

境，而且它所在的时区正好跨越了中国股市收盘和美

国股市开盘的时间。由于规模不断扩大，知名度大幅

度上升，泽西岛现已成为世界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是满足所有公司业务和私人业务需求的首选。■

泽西岛不仅是公司上市、进行跨境交易、享受资金服务的理想之地， 
同时也是备受瞩目的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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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西岛Orgueil Castle山

观光旅游
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泽西岛对于广大中国旅客来

讲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早就开始吸引了商务旅客和

个人来游玩。它不仅融合了英法两国的独特风情，

还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绵长的沙滩。绝佳

的酒店、高档的餐馆为旅客呈上美味的海鲜大餐和

闻名的泽西岛极品土豆；还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城堡

和博物馆等一流景点恭候着旅客们的到来。Visit 

Jersey牵手英中旅游集团，着重向正在英国工作学

习的中国侨民及有计划来欧洲度假的中国居民推荐

极富魅力的泽西岛。英中旅游集团，是一家老牌的

旅游社，在伦敦和北京都设有办事处。针对中国旅

游贸易及旅游媒体的市场营销活动也已经着手筹备

了。

金融  

世界之外  

的联系  
 

泽西与中国

国际关系
近年来，泽西岛与中国的联系在经过一系列官方访问

和法规变化后不断巩固。第一个重大外交活动是2009

年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对泽西岛的访问。此后，

她的继任者Liu Xiaoming 大使阁下曾两次访问了泽

西岛。而泽西岛代表团也分别到中国北京、上海、杭

州、深圳和香港等地与中国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商界

领袖会面。此举意在提高对泽西岛专业知识的认可和

发展双方的商贸关系，涉及的行业并不局限于金融

业，还包括农业、渔业、旅游业、医疗和IT行业。负

责吸引国内投资的政府组织泽西招商局与负责国际贸

易的泽西金融发展局尤其关注中国这个市场，并在

2013年任命Nora Zhang为北京总部的项目经理。泽西

岛与中国不断发展的贸易关系一部分归因于该岛完善

的监管制度。2010年泽西岛与中国签署了一份《税务

信息交换协议》。2013年修订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双重征税协定》。 

2013年，泽西岛官方代表团与中国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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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乳业
泽西牛因其产出的牛奶香气浓郁而享誉全球。纯种

的泽西牛在天然环境里放养，所产牛奶中所含的钙

和蛋白质比其他品种的牛要高20%。2010年，泽西岛

牛奶厂采用了先进的奶产品加工设备。岛内的农场

主也致力于增大牛奶的产量。中国的液体奶市场不

断在扩大，中国妈妈对牛奶质量和纯度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因此在2013年，泽西岛牛奶厂决定开始往

香港运输超高温灭菌液体奶。这种牛奶在香港岛、

九龙半岛和新界均可购得，吸引的不仅有当地的中

国人还有外籍人员。泽西岛黄油在2014年11月首次

在华销售，而现正在制定旗下冰淇淋的出口计划。

最近泽西冰淇淋在中国大陆的上海市推出。之后，

泽西岛牛奶厂计划向中国消费者推广旗下的鲜牛奶

和常温奶、奶油、黄油、酸奶和软冰淇淋。 

泽西牛奶在香港的推广

在一节设计与科技的课上，分别来自Hautlieu学校和八一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合作。

由于政治、商贸以及
社会团体间的联系，
泽西岛很早就与中国

建立起关系。 
 

海鲜出口 
清澈透明的海水环抱着泽西岛，孕育出丰富的顶级

贝类海鲜，如棕壳蟹、蜘蛛蟹、龙虾、新鲜的扇贝

和牡蛎、泽西比目鱼、鲈鱼、马鲮鱼还有当地的美

味——鲍鱼。泽西岛牡蛎公司是不列颠群岛最大的

牡蛎生产者，迄今为止经营了超过40年。该公司现

正着手申请向中国进口并销售泽西岛牡蛎的有关证

书。极大的潮差（12米）、欧洲中几乎最清澈的海

水为泽西岛提供了牡蛎培育的理想环境，所产的牡

蛎品质上乘、风味绝佳。■

泽西岛的生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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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学校
泽西岛的Hautlieu学校和北京的八一中学在2010年

开始结成兄弟学校。从2010年到现在，已有约200名

八一中学的学生访问了泽西岛，并到Hautlieu学校

上课，参观当地的历史遗迹，以更好地了解泽西岛

的文化。同时也有175名Hautlieu的学生访问了中

国，其中的102名学生曾到八一中学上课。这些互换

交流活动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为泽西岛的学生提供

了许多的机会，其中包括了体验中国的教育体系以

及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经历激发了学生

们对音乐创作，节目表演，创意写作以及事实报告

的灵感。此外，老师们在教学方法与利用信息通讯

技术来提高学习效率的分享环节上获益良多。近期

中国驻英教育顾问大使Shen Yang访问泽西岛之后，

加强中泽两方的教育联系这个计划紧接着就被提上

了日程。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过程中，Shen Yang先生

参观了三家初中，并与那里的校长和学生见面。期

间还会见了泽西岛的首席部长Ian Gorst参议员先

生，教育体育和文化部部长Rod Bryans议员和泽西

岛教育部部长Justin Dono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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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西岛： 

通向
伦敦

泽西岛是投资伦敦乃至整个欧洲市场的最佳门户。泽西岛与伦敦金融城之间的长期商

务关系对中国和全球其他快速增长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而言仍然非常重要。

当上一届伦敦金融城市长Roger Gifford任职期间对泽西岛正式访问时，他曾将泽西岛的金融

服务业描述为英国经济 

“了不起的补充”。随后，伦敦《金融时报》引用了他的讲话，他解释说：“他们以节税的

方式汇集资金， 

然后转移到伦敦。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很多时候，泽西岛和伦敦都是 
同一个交易链、客户关系和传 

导流程的一部分。

8 泽西金融发展局：LINKS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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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良好的合作关系

泽西金融发展局在2013年委托一家全球领先的宏观经

济调研公司，对泽西岛与英国的关系进行一次独立、

详细的调查分析。研究成果体现了泽西岛金融行业具

有真正的国际性，国际资本从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

一些市场流入英国。 

国际财富的渠道

泽西岛是国际财富的一个重要通道，其银行业的贡献

尤其显著，考虑到泽西岛与伦敦金融城关系的长期

性，或许这并不令人意外。伦敦银行与其在泽西岛长

期运作的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确保了数十亿资金从

泽西岛“往上游移动”到伦敦和资本市场。

泽西岛的银行业采取的是多元化模式。它不依赖批发

融资且具备固有的稳定性，因此能吸来自全球各地的

资金。执行了Basel标准后，其安全性和优点更加突

出。现在泽西岛银行业的总监管资本率是 

16%，比国际标准的最低要求8%要高出一倍。

毫无疑问，很多中国投资者已经意识到泽西岛和伦敦

金融城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伦敦另类投资市场（AIM）

上市的中国企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泽西岛注册

的。部分公司的上市在中国相对比较轰动，包括运动

服饰品牌奈步、领先的户外服装和鞋类品牌中国晋江

明伟以及环保技术集团澳华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一家专

用化学品生产公司GTS。

对华贸易不断增长

2014中英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810亿美元。与去年相

比，上升超过了15%。与2009年相比，贸易额翻了一

番。种种迹象显示，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将会继续

加快发展步伐。 

近几年双方的高层领导进行了会面，启动了一系列的

计划和伙伴关系来促进贸易。这些举措包括帮助非洲

发展中国家提高其贸易水平的一项中英计划，以及促

进非洲投资和增长和协助对抗贫困的其他协议。 

通往非洲的桥梁

泽西岛与很多非洲国家保持长期的商务联系，因此有

利于通过各种节税投资工具促进在非洲的公司活动。

不少投资非洲的矿业公司在上市之前已采用泽西岛的

公司结构，比如Bellzone矿业公司和Randgold资源有

限公司。 

 

 

即使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都面临挑战，但伦敦金融城

和泽西岛之间的合作却依然活跃。很多时候，泽西岛

和伦敦都是同一个交易链、客户关系和传导流程的一

部分。它就好比轮子上的一个重要轮齿，释放国际流

动资本用于投资。在自由市场的运作以及全球金融体

系里都非常重要。■

75%流向泽西岛的财富来自住所不

在英国的最终实益拥有人

 

 

 

国外个人和企业每20英磅英国资

产投资中有1英磅是通过泽西岛投

资到英国的

 

 

位于泽西岛的银行对其英国母银

行的贡献占整个英国银行系统融

资的1.5%

每年有1180亿英镑资金借道泽西岛流入英国

75%

每20英
镑有 
1英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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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otal, Jersey supports an estimated 
180,000 British jobs and adds £9 billion 
to the United Kingdom economy.

£118 billion is channelled from Jersey
to the UK, representing 1.5% of the 
funding of the whole UK banking system.

Jersey is a conduit for almost £1⁄2 trill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the UK, which is 5% of the total 
stock of foreign owned assets in the country and 
could be supporting over 100,000 British jobs.

84% of the islandʼs financial services business 
would be at risk of leaving the sterling zone if 
Jersey did not exist. This business, and the 
consequent investment, would likely migrate to 
other offshore centres and not to London.

The States of Jersey has a unique and 
valu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underpinned by our shared culture, 
values and history.
Like the UK, we are a mature democracy 
with well-developed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ystems.
Our shared agenda with the UK includes 
zero tolerance of tax evasion and a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ELSEWHERE

£118
BILLION

5%
FOREIGN

INVESTMENT

据估计泽西岛创造了 180,000 个英国工作岗位， 

为英国经济贡献了90亿英镑

£118
BILLION

1  《泽西岛对英国的价值》报告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 

 www.jerseyfinance.je/valueto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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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在非洲及
其它地区

泽西岛管辖范围内治安
稳定，为预防相关法律
风险构建了国际商业架
构，并为其它辖区的外
部商业活动提供帮助。 

 

Hawksford公司经理Julian Hayden

当国际投资者组织全球投资和商业活动时，经常会用得上国际金融中心(IFCs)。泽西
岛因能转换跨境资本流动而成为备受好评的辖区之一。 

随着中国投资活动的日益活跃，泽西岛因其具有

跨境资金的高效管理能力，日益成为一个倍受瞩

目的国际金融中心。2014年这一年，在伦敦上市

的中国公司中约有20%是在泽西岛注册的。中国

经济的持续增长（尽管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减

缓），反映了中国正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强与其

他大经济体的商贸活动联系和伙伴关系。跨境投

资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不管是

对中国自己本身来讲还是中国进行投资的地区来

讲，比如非洲。历史上，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

国际投资者们都很看重非洲的丰富资源和高经济

收入的潜力。这一策略也一直沿用到21世纪。中

国期待非洲能够补给中国的有限自然资源；而非

洲欢迎中国投资者来此投资，希望通过基础设施

投资来获得稳定。 

稳健性，一体性和专业性

为了更好把握在非洲的机遇，中国投资者通常会

与西方投资者合作。西方的伙伴会向他们介绍非

洲的政治局势和商业环境，以及为亚非两大洲构

建良好的法律桥梁。中国投资者会在非洲寻找更

安全的城市建立起商贸、法律和金融体系，给当

地人带去稳定、诚实和专业素养——这也是泽西

岛所主张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泽西岛能与

中国市场的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它在收集和分配国际资本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将

税收中性和其它同等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众所

周知，泽西岛的政治安定、经济持稳，法律严

明，一直为外界所赞许。泽西岛引以为豪的是它

在银行业、法律和会计等方面的强大基础设施，

数目众多的一流律师、会计和金融人才。泽西岛

里皇家法庭里有一支受人尊重的法官队伍，他们

在国际上也享有很好的名声。此外，在如何建立

和管理信托基金、公司和其它企业实体的问题

上，此机制的设立可进行有效规范，并为解决纷

争而给出独立的建议。而实际上，上述机制由于

泽西岛临近英国，作用有所加强。泽西岛与伦敦

金融城以及与英国本土的银行、法律和会计部门

都有着多年亲密合作的经验。  

投资与融资实际操作

泽西岛的优点可以用一个事例来说明。如果国际

投资者想通过和中国公司合作或者建立一个合资

跨
境
交
易
。



泽西金融发展局：LINKS WITH CHINA 11

企业来共同在非洲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工程，那么这涉

及到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

这种情况下，国际投资者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自己

的税收制度。他们也需要外部银行金融。问题是如果

他们直接对中国公司投资让中方来进行这个项目，中

国的法律制度也会对这些投资、合同和银行贷款进行

规定，那么当双方出现纷争甚至是条款问题时该如何

解决？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国际投资者通过共同

建立一家泽西公司，实现双方拥有公司股权，获得贷

款。设立的泽西公司及其董事会都需遵循泽西岛的法

律并接受管理。银行协议将会按照泽西岛法律或者英

国法律制定。泽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规定，公司法人

对公司的管理负责。

设立的泽西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或者子公司投资中

国公司来实施基础设施项目，又或者运用其它适当的

投资工具，进行在中非等地的风险投资。公司暂时闲

置的投资资金，可以通过泽西的税收中性以及资本流

动利息收入机制获得利益。空仓架构的最终清算也是

十分清晰且易于理解的。

确定性

这些因素给了您选择泽西岛的理由。综合来讲，泽西

岛管辖范围内治安稳定，为预防相关法律风险构建了

国际商业架构，并为其它不够稳定、法律系统不够完

善的辖区外部商业活动提供帮助，协助他们进行外部

商业活动。法制的辖区明文规定了条约合同，使商业

风险从本地法律风险中脱离出来。可以发表独立的意

见，解决法律纷争。■

中国在非洲各行业中的直接投资
5

1

2

3

4

5

6
7

1

2

3

5

6

7

4

1 经济学人，2015年1月(从GBP转换到USD，2015年7月)

2 中国国务院，2013

3 经济学人，2015年1月

4  Capital Economics《泽西岛对英国的价值》报告，2014年

5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者, 美国企业研究所及美国遗产基金会, 2014

超过 

1百万中国人 
在过去十年移民到非洲， 

其中大部分是劳工和旅客。

非洲需要累计 

85万亿美元 
 的投资才能实现经济

增长的发展潜力

中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

投资(FDI)从 2009到

2012每年以 

20.5% 
的速度在增长，

中国现已成为非洲最大

的商业伙伴。

年货物交易量 
达25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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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的
完美选址地 
Peter Rioda, 总监, Sanne Private Equity

管理者选择Jersey旗下基金管理机构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天内我们能为亚
洲、欧洲和美国时区的客户提供更长的工作时间。

伦敦

阿布达比酋长国

纽约

泽西岛

新加坡

中国

香港办事处

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

专
为
中
国
投
资
者
设
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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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另类基金管理人看来，泽西岛是一个重要
的基金服务辖区。聚焦亚洲市场的基金管理机构
若要吸纳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资金，可以通过泽西
公认的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丰富的基金行业经
验、坚实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及个人市场通道来达
成目标。 

坐落于亚洲和美洲之间，泽西岛跨越了所有重要市场

的工作时间，保证了投资者沟通和业务管理的有效进

行。众多试验检测过的基金产品可供私募股本投资结

构来选择，不管那些结构是否规范。产品包括有限的

合伙权、有限公司和单元信托。 

服务提供商的监管

泽西采用了一种领先市场的方法来规范业务提供商。

投资者尤其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会希望泽西能提供外

包的管理模式，因为他们很熟悉泽西，也很赞赏管理

者和基金业务在这里能被有效地管理。能够促使服务

供应商负起应尽责任的是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而不

是对管理机构。同时让人放心的是，未经规范的基金

机构要需要接受足够的独立监督。

基于泽西的管理者和基金业务机构接纳新的外来客

户，不要求有监管机构的允许，比如说Caymen私人股

权基金。这让泽西管理者的运作更加简单。而一些本

地的资金就不是这种情况。 

还有其它值得注意的优点：

n  在签订协议前审慎选择值得信任的投资管理者会帮

助投资者更有效地进行投资。 

 

n  对交易伙伴进行谨慎调查后，贸易管理能够更迅

速完成。 
 

n  在受监管的银行里开通账户更便捷。

欧洲资本市场 

在《另类投资基金经历方针》（AIFMD）的指引下，

泽西现已成为一个“第三国”非欧洲经济领域辖区。

泽西的资金可通过国家私人发行制度打入欧洲经济区

域（EEA)的市场。同时，泽西也可以服务EEA区域范

围外的投资者而不需遵循AIFMD额规定。作为首批获

得AIFMD全面认可的非EEA的地区之一，泽西岛成为非

欧盟基金经理进入欧洲资本市场的选择。将来泽西岛

也会成为首批获得在EEA进行基金管理资格的“第三

国”之一。

多属地基金

看重亚洲客户的基金服务商已经在香港、新加坡和中

国大陆等主要的亚洲市场建立起办事处。近年来基

金体系变得愈发复杂。基金服务商都会在多个地区建

立起支流或者平行基金机构，针对不同的投资者群服

务，比如说以美国和非美国投资者或者欧洲投资者的

为服务目标的，还有针对大客户设计的担任投资基

金。通常基金结构会联合泽西岛、开曼、特拉华、英

国和卢森堡的企业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

一个基金管理机构十分必要在不同地区设立办事处为

多地区资金提供服务，同时拉近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

距离。管理机构为投资者设置了量身定制的服务，应

对基金结构的复杂化和多样性的现状。提供有效地跨

境合作服务是保持高标准关键因素。管理者选择基于

泽西的基金管理机构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天内我们能为

亚洲、欧洲和美国时区的客户提供更长的工作时间。 

私募股本在中国仍是一个新兴的资产类别，但发展的

势头非常足。多年来，泽西岛一直拥有着领先的私募

股本基金。泽西的服务人员参与其中，能够将他们的

知识、经验和实践传授给中国及亚洲的客户。中国正

进行的私人股本交易似乎承担着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即使达成协议后，拍板前还是经常会出现推翻前

面的内容、重新谈判。有特殊中国交易经验的经理最

适合为资产控股公司的董事会和普通合伙人服务。

泽西岛已经成为亚洲经理人在欧洲和美国筹集资金的

首选之地。为了保住被竞争对手分割的业务，Jersey

必须继续提高作为一等基金管理服务的名声，成为一

个高效益、国际认可的规范组织。■

私募基金的
完美选址地 
Peter Rioda, 总监, Sanne Private Equity

众多试验检测过的基金产品可供私募
股本投资体系来选择，不管它们是否
规范。产品包括有限的合伙权、有限

公司和单元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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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年那场金融危机爆发时，房地产业当

然并不能从中幸免。相比于其他的资产类别，房

地产有着更低的风险。被认为拥有更高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房地产对于投资者的魅力要远高于全

球股票、政府债券和黄金。无数的行业调查也验

证了房地产的魅力。BlackRock在2015年2月发布

了一份关于169位机构客户的调查，调查发现近

一半的高级投资专业人士计划增大对房地产的

投资。2014年由Towers Watson主刀的《Global 

Alternatives Survey》，调查发现在全球前100

的另类投资管理人的投资排行中，房地产以31%占

据第一，总价值达1万亿美金。

发展的市场

在所有流入房地产的巨额资金中，最大的一块来自

亚太地区（APAC）。BlackRock调查指出54%的亚太

投资者计划继续加大对房地产的投资，而另外一

份2015年发表的报告《Colliers International 

Global Investor Sentiment Report》发现，74%

的亚洲投资者打算增加房地产投资，这一比例较

2014年的69%有所上升。比全球的平均比例2/3还

要高。尽管另类资产类别（比如说对冲基金）的

风险比全球平均的要高，但是超过一半的亚洲投

资者向高力国际表示，他们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

在下一年获得高收益。 

 

 

亚太地区的资金库和可投资财产是巨大的。中国

及其邻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保险

公司、养老基金和企业。很多情况下，自由化鼓

励了这些机构到国外投资。尤其是数个亚太地区

的国家放开对国外投资抚恤基金的限制，使得国

内资本可以流向国外。更重要的是，允许企业增

加他们投资的多样性、分散投资风险。

James Hill, 合作伙伴, Mourant Ozannes 
Joel Hernandez, 合作伙伴, Mourant Ozannes LP 

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投资者从低利率债券转战房地产，因为债券只有稳定收益。

房地产 
投资趋势

Mourant Ozannes 建议中国人寿保险
公司以£7.95亿的总收购价收购位于

Canary Wharf的10 Upper Bank Street
大楼的7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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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41.28m

英国
$5,799.63m

荷兰
$204.01m

比利时
$402.81m 德国

$161.02m

波兰
$536.61m

俄罗斯
$338.13m

捷克共和国
$55.06m

奥地利
$26.84m

西班牙
$476.22m

从伦敦曼哈顿的办公大楼到新加坡的购物广场，中国的人民币强势

进入国外的地产界，这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商

业政策。 

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源，纵身一变

成为了主要的全球房地产市场。2008年到2014年6月间，中国出口

房地产投资（OREI）总额达到了337亿美金，翻了200番。

79.5%

 
13.6%

6.6%

0.32%

资金都流向了何方？

尽管北美洲占据了中国投资房地产的最大份额，但欧

洲也没有落后（Cushman & Wakefield)。办公室大楼

占中国投资欧洲房地产市场的79.5%，而紧接的是是

13.6%的零售物业。 

在中国流入欧洲房地产的资金当中，72%是在英国

投资的。伦敦仍然是亚洲投资者的偏爱的城市，

亚太地区外流资金大多都进入了伦敦的房地产市

场。Mourant Ozannes建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以£7.95

亿的总收购价收购位于Canary Wharf的10 Upper 

Bank Street大楼的70%的股权。 

当客户都将目标放在伦敦中心里彰显身份的商业房产

主要是商业办公地，自然会引起这类房产的短缺。近

期Mourant Ozannes为一家东南亚主权基金提供投资

顾问，帮助其对位于曼彻斯特的One Angel Square办

公楼，也是Co-operative Group总部所在地，进行

49%的股权投资。的确，投资者寻找更具地区多样性

和功能多元化的房产，未来趋势是区域销售和购物中

心以及基础设施资产，如私人医院和学生宿舍。

将传统固定收入投资分离开的是一群生活在无常的宏

观经济环境下的分配者。这将会推动另类投资的发

展，而其中的房地产是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中

国投资者以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发展市场出现在英国的

眼前，世界的眼前。■

伦敦仍然是亚洲投资者的偏爱的城市，
亚太地区外流资金大多都进入了伦敦 

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境外投资繁荣发展—中国全球地产投资增长，高纬环球物业2014年报道

中国房地产投资 

投资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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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控股结构

Katrina Edge, 合伙人,  Richard Daggett, 管理培训生, Ogier 

随着英国商业房产市场，尤其是伦敦办公区市场租金的增长，英国商业房产市场
不断吸引着中国的投资，保持着巨大吸引力。在建立收购结构方面，泽西岛作为

前沿属地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最近房价的下跌，以及中国政府对资金转移海外政策的放松，刺激了中国海外投资

的增长。许多观察家预测该增长趋势将继续保持。对于希望购置英国房地产的中国投资

者来说，伦敦拥有丰富的房产资源，可尽显投资者身份地位，倍受投资者青睐。 

除了具有多种投资选择外，伦敦作为中国投资者经商之地，还有其它竞争优势。中国四

大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均在伦敦建立了大规模的运营体

系。从泽西岛的角度看，这些银行在离岸房产持有权结构贷款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伦敦

也为中国投资者提供投资其它金融市场的渠道。

稳定性和专业性是泽西岛定位的关键元素。泽西岛邻近欧洲金融市场,拥有低税制,成熟

的银行体系和专业的服务设施,是建立长期房产持有权结构的不二之选.这些持有权结构

得益于泽西岛作为离岸属地,拥有完善透明的管理体系.同时,尽管泽西岛与伦敦处于同一

时区,许多离岸法律事务所,包括Ogier,都认为亚太地区存在市场价值，目前都在香港和

中国大陆设立了办事处。这就涉及到面对面交流问题，我们与客户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

的一个关键因素。 

财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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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

使用泽西岛工具体系还有许多其它优势。这包括销售

房产持有权免印花税的优势，即免除房产直接转让需

缴纳的印花税。一次具有良好股权结构的房产收购会

让您在未来几年后的产权出售中获益，其免除的印花

税对于潜在投标人来说也是个巨大的吸引力。

泽西岛地产单位信托有限合伙企业和有限公司是用于

地产持有权结构的常见工具类型。使用泽西岛房产单

位信托工具（JPUT)来购买英国商业房产权的关键吸

引力在于：JPUT通常可被转化为“Baker Trust”，

即JPUT的收入直接归属单位信托证券持有者，并按他

们自身税收状况来纳税。单位信托证券持有者还可以

用利息和JPUT的房产运营支出来抵消租赁收入。同样

地，泽西岛有限合伙企业在英国个人所得税制常被视

为透明的，这导致合伙收入在有限合伙人的掌控下直

接增长。他们只需依据自身税收状况缴税。

泽西岛控股的另一优势在于它可在非居民房东计划下

进行注册，因此地租收入可获得英国税收减免。更重

要的是，泽西岛控股可登记增值税，通过购买英国房

地产可退回增值税。

随着中国着力于经济发展，中国投资者寻求有资本增

值潜力的稳健收益，他们对投资一些国家如英国的房

地产也越来越有兴趣。英国房地产市场极具吸引力，

泽西岛工具体系也被广泛用于购买此类资产，我们预

测中国投资者目前对泽西岛房产持有权结构的运用仅

仅是个开端。■

中国投资者收购的资产包括：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出资1.7亿英镑

收购。Ogier律师事务所为其代理。

Centrium, 61 Aldwych, London

泽西岛毗邻欧洲金融市场，拥有低税制， 
成熟的银行体系和专业的服务设施， 

是建立长期的房地产持有权的不二之选。

售
价
 

£170m

Richard Caring于2014年9月以售价1.35亿英镑出售给

Reignwood Group。Ogier律师事务所为 

Richard Caring代理。

Wentworth Golf Club, Surrey

售
价
 

£135m



18 泽西金融发展局：LINKS WITH CHINA

泽西岛 

让人信服的
资历

泽西岛提供各种广度和深度的企业服务，是一个领先的上市工具金融中心。泽西

岛注册公司中有104家在各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其总市值超过£264bn。 

泽西岛积累了向由全球领先投资银行和专业服务公司构建的复杂跨境资本市场交

易提供支持的专业技能，在为全球性公司提供进入伦敦金融城资本市场的机会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泽西岛公司上市的其他国际证券交易所包括香港交易所、纳

斯达克以及纽约证交所。

截至2015年5月

资
本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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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岛 

让人信服的
资历

作为上市工具的 
泽西岛控股公司
很多希望上市的跨国企业已选择泽西岛。 

以下是三个例子：

公司名称  金泉网

公司简介   金泉网是一家B2B电子商务运营商，将中
国买家和中国卖家连在一起。该平台通过以下

域名展开运营 www.jqw.com。公司专注于国内中小型企业，

为它们提供各类服务以及通过互联网找到潜在客户并进行产

品营销的能力。 

成立日期       2013年7月26日 

上市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市场           AIM

市值2015年6月  1645万英镑

顾问           公司业务合伙人 James Gaudin 合作团队，Appleby   
 

公司名称  GTS 天泰集团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GTS 是中国最大的亚硫酸铵生产商，且是第二大亚硫酸氢铵

生产商.自2007年以来服务于造纸和化工行业。GTS的产品应

用于可持续废弃物造纸领域，如用稻草造纸。该公司也为汽

车和石油生产市场生产高级润滑油。

成立日期       2014年1月22

上市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市场       AIM英国另类投资市场
 

市值2015年6月  6036万英镑 

顾问    公司合伙人 Tim Pearce  

    合作团队, Bedell Cristin律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  晋江明伟

公司简介   晋江明伟是设计、生产和销售儿童和青少年品牌户外服装、

鞋品和装备的一家国内领军企业。该集团通过股票配售和申

购所募集的净收入将用于：提升研发设施、品牌和营销；提

高在现有省份的影响力；开拓国内新市场以及扩大现有生产

设施。

成立日期        2012年8月10日 

上市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

市场        AIM

市值2015年6月   1108万英镑 

顾问            公司业务合伙人 James Gaudin 合伙团队 Apple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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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公司

IPO

近几年，越来越多在全球拥有商业活动和资产的企业选择在泽西注册控股公司，随后
将股票上市。原因多样，引人注目。 

超过100家泽西公司在全球范围的交易所上市，包括伦敦，香港和纽约。这些公司经营在各行各业，包

括采矿，石油天然气，金属，媒体，房地产，医药和金融行业，总市值超过2640亿英镑。 

过去的辉煌成绩使泽西公司深受投资者信赖，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在目前富时100指数的非英国控股公

司中，泽西公司占据了近80%。

在中国，天泰集团化工控股有限公司，特殊化学品生产商和中国最大的亚硫酸铵制造商，是最新一家

公司选择在泽西上市的公司。

Amy Fairfoull, 助理分析师, Bedell Cristin

资
本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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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泰集团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最近Bedell Cristin律师事务所为天泰集团化工控股 

有限公司，一家特殊化学品生产商和中国最大的亚硫 

酸铵制造商，提供法律顾问，助力其首次在AIM公开 

募股3683万英镑，募集资金3百万英镑。他们与领先 

的交易法律顾问，如DWF，LLP合作，为GTS提供全方 

位的交易法律顾问，包括解答泽西交易监管审批要求， 

以及泽西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关于申请材料和交易方 

面的建议。

GTS在泽西注册成立，控股公司为中国山东天泰钢塑有 

限公司。该集团主要生产和销售铵材料的特殊化学品 

和润滑油。该集团还从事使用化肥和炼焦产业产生的 

废弃品制造特殊化学品，包括可持续造纸。■ 

为什么选择泽西岛?

✓  泽西岛作为离岸属地和领先的金融服务中心,有着

大量专业服务人员工

✓  泽西岛是个管理优良,政治经济稳定的属地,且采

取了国际举措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反逃税,广

受各国际政府和监管部门认可.

✓  泽西岛有着完善的法院和普通法系,能够处理复杂

疑难的案件.

✓  1991年泽西公司法以英国公司法为基础,规避了一

些投资者认为具有限制性的方面,是现代公司法典

范.

✓  泽西法非常灵活,可使泽西公司起草的章程符合相

关上市法规的要求,以及任何商业要求.

✓  泽西拥有透明和高效的税制

✓  上市泽西公司的股份与英国在伦敦市场的股份一

样,可能有股东通过CREST系统非法持有或交易股

份,以此避免发行全球存托凭证产生的不便和费用.

✓  The City Code将向上市泽西公司申请提供一定程

度的投资者保护，这通常十分受欢迎，并且有利

于公司证券营销。

✓  泽西以其调整和创新能力著称，包括不断完善法

律体系，以满足标准要求，提供选择。

✓  泽西与英国在同一时区，十分便利

泽西岛具有许多特点,吸引着上市公司将泽西岛选为

泽西岛是公司上市的首选属地。随着不断的发展完善，泽西岛为公司注册成
立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时刻准备着回应股东的需求，致力于发挥其在行业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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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其家庭在寻找其它国外属地进行分散投资

时，往往会考虑购置海外资产。他们有的是出于

分散投资的目的，有的是为了资产保值，有的则

是个人使用，如出访资产所在国时可使用。 

富裕人士或家庭普遍寻求的资产类型包括商业和

居住用房，持有股票交易或私营公司股份，私募

股权，游艇和飞机。通常人们会使用离岸工具来

购置海外资产，因为这些工具值得信赖，可防止

资产负债，提供高效的资产保值和财产规划，提

高税收效率。

购置海外资产

在购置任何海外资产之前，获得如何购置资产的

相关法律和税收建议十分重要。这能确保有足够

时间安排好所需的财产规划工具。 

例如，一家拥有商业房产的泽西公司可获得净租

金收入（扣除所有所得税和相关增值税后）以及

被公司董事划为股东分红的剩余收益。反过来，

该泽西公司的股份可以由一家泽西信托公司完全

持有。个人可委托该信托公司管理财产，将自己

的家人作为受益人。受益人可不时要求受托人进

行收入分配（取决于信托类型）。同时也可要求

受托人依据其它持有资产进行资本分配，或者从

我们个人来说，可要求受托人依据部分或全部销

售商业房产获得的售楼收益进行资本分配。

确保在购置任何海外资产前安排好正确的投资工

具有助于公司董事或受托人完成交易，处理好合

同和其它法律文件。这意味着在转移资产的初始

过程中或完成交易后可避免不必要的花费和许多

潜在利益的损失。 

泽西岛因其政治和经济稳定性，完善的立法，规

范的信托体系，公司服务和高质量的资深服务人

员，是进行此类投资的理想属地。

Sarah Bartram 
副主席 

Barclays, Jersey

泽西岛，一块通往其它属地的 

敲门砖

对于希望在海外购置资产或移民海外的中国投资者来说，泽西岛的理财机会将带给您一体化
的流程服务。

私
有
财
产



泽西金融发展局：LINKS WITH CHINA 23

泽西岛，一块通往其它属地的 

敲门砖

移民前规划

在移民到其它属地前，对于超富裕人士（以及他们的

家庭）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获得恰当的法律和税收

建议。教育和创业成长需要是个人考虑移民的首要原

因。个人也可能是为了想和已经移居海外的家人在一

起而移民。 

理想来说，所选的移民顾问需在移出国和移入国均有

设址或有通往两国的渠道，以确保所有财产规划活动

在两个属地（随着现代家庭的移动性日益增长，或者

有更多属地）都是合法的。 

通常情况下，提前规划有利于个人或家庭在新属地将

其全球财富进行高效投资，确保达到对所有签证和其

它对外来投资的要求。然而，并非所有家庭的财产都

需转入新的居住国，这时就需要多种财富规划解决方

案。

泽西提供多种财产规划解决方案，包括信托，基金，

公司和银行业务，以及投资管理服务。这些理财工具

为您提供资产保护，资产保密，财产规划和税收效率

解决方案，为您分忧解愁，最终还您一份祥和心境。 

无论是购置海外资产还是移民到新的国家，提前获得

恰当的投资移民建议可使您的财产得到高效规划。

泽西岛作为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有着多种资深

服务供应商及顾问，为您提供所需的财富规划解决方

案。■

泽西提供多种财产规划解决方案， 
包括信托，基金，公司和银行业务， 

以及投资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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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族理财宝都有着规整的慈善计划，以实现他们的慈善捐助能产生最大

的影响力。同时，发展慈善事业也是教育年轻一代学会感恩回馈，使他们在

不断探求心之所往中培养商业头脑。泽西作为久负盛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其慈善事业也随着财富管理结构蓬勃发展。泽西有着广为人知的奉献文化，

背后有着资深专家和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持。 

泽西还提供各种便捷的法律服务，资产管理，投资和银行业务，且与英国联

系紧密，是进行跨境慈善奉献的理想之地。泽西凭借其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无

可比拟的监管制度，成为渴望发展慈善事业人士的首选之地。由于泽西岛采

取税收中性原则，投资结构还可以申请泽西所得税税收减免。 

Laura Morel, PraxisIFM信托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目前许多人认为慈善事业和家庭财富管理一样重要。泽西深深认识到规范的慈善理财
工具能为个人及家庭带来的诸多利益，也清楚这些工具在具备稳健性的同时，还要有

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法律和经济的变动，与家庭一同成长。

慈善
规划工具慈

善
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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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岛的工具体系相对于其它属地的工具体系来
说更加灵活，可为慈善家打造专属的解决方案。

中国慈善事业 

中国经济的增长，财富创造和富裕人士的 

慷慨捐赠，推动了中国的慈善事业正蓬勃 

发展。

2014胡润慈善榜是评选中国大陆100位最慷

慨个人的榜单。位于榜首的是阿里巴巴的

马云，他打破记录成为了中国最慷慨的慈善

家。他捐了价值24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份给

他的慈善信托，用于支持中国卫生健康，

教育和环保事业的发展。黄如论（Huang 

Rulun）以9700万美元捐款排名第二，万达

集团创始人王健林以7300万美元捐款排名

第三. 

税收透明最近几年，泽西努力摆脱其“避税天堂”的称号，

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税务信息交流协定，并继续在全球发展税

务信息交流。泽西岛对透明税收的不懈追求，使其成为慈善事

业发展的理想之地。2014年7月推出的泽西慈善机构管理法律

也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该法律分阶段提出的过程，是泽西

慈善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为慈善注册管理机构的设立和慈善

委员的任选铺平了道路。这也标志着泽西的慈善机构管理与英

国的更加一致，而实现一致并非易事。自此，机构的建立更快

捷，且实现了有效节省成本。泽西能够达到对慈善机构的监管

要求。金融行业现存的监管门槛很高，而泽西拥有的高质量资

深专业人才使其具有足够资格进入这个行业。 

相比其它属地，泽西促进慈善结构的工具体系更加灵活，可为

慈善家量身打造专属解决方案。最常用的用具是泽西慈善和非

慈善目的信托和泽西基金会。 

信托泽西1984信托管理法允许成立慈善信托和非慈善性质的信

托，且对它们的营业期限没有限制。非慈善信托设立时可以不

设受益人，这就是“类-慈善”。委托人可以希望信托的受益人

是慈善机构和个人的结合体或是有良好动机的组织或个人 ，比

如说环保或研究机构，而不需要一定是与慈善有关的。

泽西基金会泽西基金会是至今为止构建财富或慈善结构最

灵活的手段。泽西基金会以守护人的身份，帮助慈善家合法进

性慈善事业管理,不会越界进行管理和操控。基金会的设立无

需有受益人，且基金类型多样。在严谨的税收建议指导下，基

金会可像公司或者信托基金一样来实现目标。基金会的运营期

间，可制定有关规定确定收益慈善机构和受益个人,并可对规定

进行修改,使其能在家族传承,和瞬息万变世界中不断适应和发

展。 

合法性在发展慈善事业时，关键一点在于其合法性泽西的基

金会具有法人身份，可在泽西企业注册管理局查询到，证明企

业是实际存在的。然而，与其它属地不同的是，信息是部分公

开的，这样就时刻确保了顾客信息的保密性，同时顾客也可进

行匿名慈善捐助。 

除了满足个人的慈善事业需求，慈善管理工具也成为那些希望

建立财富管理结构人士的选择。因为这些工具有利于更正确地

进行财富管理，避免诉讼攻击。泽西稳健而灵活的财富管理工

具是中国慈善家发展慈善事业的首选。■

慈善
规划工具

慈善目标

27%

20%
19%

11%

23%

2014胡润慈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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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由泽西金融发展局发行。泽西金融发展局立于2001年，负责
促进和领导泽西岛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宣传让泽西岛成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众多因素，包括从业者的经验

和专长、稳定的政治、经济和财政环境以及高水平监管和安全。

泽西金融发展局在香港设有代表办事处，在上海设有CBBC发射台。其在伦敦也设有代表

处，在阿布扎比，迪拜，孟买，新德里均设有办事处。

关于泽西金融发
展局

张裕梅 Yumei Zhang事业发展总监 

张裕梅博士于2014年8月加入泽西金融发展局，在大中华区的香港任职事业发展

总监。 此前，在卢浮宫信托(香港)有限公司担任常务董事。张女士也曾执教于

多家英国大学，在根西金融监管委员会投资业务部担任高级分析师，进行金融

监管。

她也曾获得研究生奖学金留学英国，在中国外交部做过外交实习生。她在南京

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后继续深造，获得巴斯大学发展学硕士学位及斯特拉斯克莱

德大学政治博士学位。

Garry Zhao,CBBC Launchpad项目经理 

Garry Zhao于2014年6月担任泽西金融发展局在上海的CBBC Launchpad代表。此

前，Garry担任复星集团的融资经理。在集团总部负责资金管理，是伦敦金融城

Lloyds Chambers办公楼收购项目的团队经理。

就职复星集团前，Garry在华侨银行担任客服经理，负责个人银行业务。他也在

CBRE房地产服务公司工作过三年，为海外投资者和移居海外人士在上海购置居

住用房提供咨询顾问。 

总部

4th Floor,  
Sir Walter Raleigh House,
48-50 Esplanade,  
Jersey JE2 3QB
Channel Islands 

电话：+44 (0)1534 836000
电邮：jersey@jerseyfinance.je

香港办事处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28号中汇大厦
20楼5室 

电话：+852 2159 9652
电邮：china@jerseyfinance.je

上海Launchpad

1708单元 
花园广场968号 
北京西路 
上海 
200040 

电话：86 (21)3100 7900
电邮：garry.zhao@jerseyfinance.je

youtube.com 
/jerseyfinance

@jerseyfinance
#linkswithchina

linkedin.com/company
/jersey-finance jerseyfinance.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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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联系
网络

泽西岛政府（泽西岛的政府）

网址：www.gov.je

泽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

网址：www.jerseyfsc.org 

泽西岛银行家协会

网址：www.jerseybankersassociation.com

泽西岛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网址：www.jscca.org

泽西岛信托公司协会

网址：www.jatco.org泽西岛律师会

网址：www.jerseylawsociety.je 

泽西岛基金协会 

Website: www.jerseyfunds.org

泽西岛商会

网址：www.jerseychamber.com 

泽西招商局

网址：www.locatejersey.com 

泽西岛国际保险协会

网址：www.jerseyiia.org

泽西金融发展局会员

网址：www.jerseyfinance.je/member-directory

www.jerseyfinance.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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