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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泽西岛

• 海峡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 距离伦敦180英里(50分钟飞机航程) 距离法国海岸14英里

• 人口接近10万

• 45平方英里但仅有9英里宽

• 欧盟外的一块英国皇室属地，享有自治政府和司法独立等宪法
权利

• 货币使用英镑



泽西岛的金融

• 税收中性

• 全球金融的领导者之一

• 地理位置

• 监管(泽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附件5)

• 法律制度(附件8)

• 基础设施



架构解析，包括主要案例/文件



泽西岛全托信托

泽西岛
全托信托

受益人

托管人

可撤销

意愿书 契据或声明

信托人

保护者

不可撤销

Settlor  - Donates assets to the trustBeneficiaries  - Entitled to benefit from the tru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trust deed

Trustee  -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to the beneficiaries 
and enhance value to trust fund whenever possible
Protector  - To oversee trustee decisions, retain or 

obtain consent/powersIrrevocable  - Complete giftRevocable  - Incomplete giftDeed or declaration -
Settlor signs one and not the other

意愿书- 为托管人提供指导。反映信托人的意愿, 
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泽西岛保留权利信托

泽西岛
保留权利
信托

托管人 信托人
(保留某些权利)

泽西岛控股公司

香港贸易公司
“特殊公司”

托管人给
董事的信

Settlor reserve 
powers

Trusts (Jersey) 
Law 1984 

Article 9(a)

信托人安排
当地董事

无权干预

受益人

信托责任

Letter from 
trustees to 
directors

Explains to 
Holding Company 

directors only 
act/sell/diversify 

with express 
permission from 

the settlor

Jersey Holding 
Company 
directors

No power to sell 
or diversify 
underlying 

special company

Special company 
must still 
provide 

quarterly 
financials to 

Jersey Holding 
Company

托管人
信托责任

即使特殊公司
条款存在，托
管人仍然对受
益人承担信托
责任及关注



泽西岛基金会

泽西岛
基金会

典型用途

监管

契约

受益人 公司

创办人

捐赠人(适用于捐赠人与创
办人非同一人情况下)

委员会

Foundation (Jersey) Law 2009

监护人

Founder  - Is the person or corporate body who instructs Hawksford 
as the qualified council member to incorporate the foundation

Donator (adds assets)  - The donator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founder

The council  - The foundation will have an executive body (lik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 company). At least one council member must 

be a regulated council member.

Incorporations  - Only a qualified person registered under the Law 
can apply for an application to incorporate a Jersey foundation

The guardian  - The Jersey foundation must have a guardian. The 
founder or qualified council member can be the named guardian

The beneficiary  - The foundation is not required to have 
beneficiaries. It can be created to fulfil a purpose, i.e. to own the 

shares in a private trust company 

The charter  - Public charter is lodged with the 
register of companies in Jersey

The regulations  - The regulation is a privately kept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典型用途- 私人财富控股结构;  自身递耗资产, 例如：
飞机/游艇;  高价值慈善机构



泽西岛私人信托公司结构

泽西岛
用途信托

实施人
(家族成员)

泽西岛私人信托公
司（PTC）

股东

无受益人

家族董事会成员与
Hawksford董事一起工作

作为信托人的如下信托

核心利益/用途
泽西岛私人信托公司

每个家族在泽西岛
的信托律师事务所

标的资产中的信托份额

投资组合

泽西岛控
股公司

泽西岛控
股公司

超级游艇 飞机

Hawksford
董事

Hawksford
管理人

3 41 2 5



设立信托的理由



• 保密性

• 全球资产持有工具

• 避税/延期缴税

• 遗嘱认证 (单一法律下的全球资产架构)

• 灵活的财富分配– 为急需的家族提供继任计划

• 减少家庭争端/离婚

设立信托的理由



设立信托的理由

• 慈善组织 (慈善捐助)

• 避免家族财富流失 “富不过三代”

• 资产保护(债权人保护) “只有天空晴朗时才创造”

• 法定继承权“民法县vs 普通法信托– 平等权利”

• 支付继续教育费用



动态变化的客户和孩子



为动态变化中的客户发现机会

• 下一代在美国生活，父母在亚洲生活

• 下一代在加拿大生活，父母在亚洲生活

• 远东地区家庭搬迁到英国 (英国无住所居民)

• 远东地区客户投资英国商业房地产

• 远东地区客户使用离岸资金投资英国房地产



私人客户案例分析



(i) 保留权利信托

客户的挑战是什么？
客户:

• 45岁
• 亚洲居民, 并且
• 拥有一家奢侈品贸易公司
• 寻求首次公开募股并且最终在香港上市

客户在为下一代接班和地产规划寻求符合税收规定的
财务结构，并且希望通过选择投资组合使得贸易业务
收入实现多元化发展。

客户仍然希望保持对原有贸易业务资产的控制。

保留权利基金
（“RVP”）

控股公司
泽西岛/维京

现有亚洲私营公司
股份



(ii) 财富架构: 三重

客户的挑战是什么？
客户是香港居民，已经七十多岁。

他们是一家成功企业的创始人，希望自己的
财富能够形成三重架构：

i. 留给孩子和孙子;
ii. 退休后享受; 以及
iii. 慈善用途

额外的挑战是客户的下一代因税收目的与美
国有联系。

私有家族信托1
信托1

慈善信托2
信托2

控股公司
泽西岛/维京

控股公司
泽西岛/维京

控股公司
泽西岛/维京

上市公司股份持有 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



我们能帮什么？
• 两种新型信托架构
• 准备出售一部分上市公司的股份
• 股份销售中与香港律师及证监会（SFC）
• 为美国国税局（IRS）提供年度报告

• 与美国律师合作确保信托资产以最结税的
方式进行管理

• 根据信托契据条例管理家族信托及慈善信
托

私有家族信托1
信托1

慈善信托2
信托2

控股公司
泽西岛/维京

控股公司
泽西岛/维京

控股公司
泽西岛/维京

上市公司股份持有 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



公司案例分析



中国母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欧洲业务Escrow协议

股份购买协议(SPA)

欧洲卖方

公司客户 （Escrow）

现金采购以及母公司发行新股份
资本

Hawksford托管人作为Escrow代理



中国母公司/ 香港上市收购Escrow服务相关的欧洲企业，卖方持有新股份

客户挑战

客户是一家中国国际公司（“买方”）希望通过香港分公司购买欧洲企业来持续建立自身
全球投资组合。客户考虑通过现金及10%中国母公司发行的新股份资本收购一家欧洲企业
（“目标公司”）。

买方担心欧洲目标公司的卖方出售中国公司发行的所有新股份，涌入市场导致股价下降。

我们的合作方
• 客户在伦敦及香港现有的顾问机构
• 持有新发行股份资本的相关提名机构
• 通过香港上海母公司董事（“买方”）
• 欧洲公司（“卖方”）

公司客户案例分析



规划及解决方案
• 股份购买协议

• Escrow协议—5年规划（每年释放20%股份）

• 协调买方及买方统一双方协议条款

• 引入泽西岛本地托管人，以卖方名义开设账户

• 选定香港提名机构保管新股份

• 获得税务、法律建议，并且加强对买卖双方的尽职调查

企业客户



家族治理、 受益人与托管人关系



家族治理, 委托人、受益人、保
护人及托管人之间的关系

• 委托人

• 受益人的理解及如何承担责任

• 保护人在家族治理中的角色

• 托管人在考虑分配时的角色



搬迁到泽西岛– 1(1)k – 超高净值客户



泽西岛超高净值客户移民

• 《泽西岛住房准则》中称作1（1）状态

• 超高净值客户参加泽西岛政府面试（定位泽西岛）协助移民流程
http://www.locatejersey.com/

• 1(1)k 有权在自由市场购买，通常居民在泽西岛岛居住10年后可以购买泽西
岛房产

• 1(1)k的任何泽西岛来源收入及房屋租赁收入征收20%税率

• 必须每年获得625,000英镑的最低收入。125,000英镑收入税是20%，超过
625,000英镑的世界收入征收1%税。例如：非泽西岛收入2，625，000英镑
（ 625，000英镑征税20%，即125，000英镑，2百万英镑征税1%，即
20,000英镑收入税）



附件 – 常用链接

1. Hawksford www.hawksford.com

2. Hawksford新加坡www.guidemesingapore.com

3. 泽西岛金融www.jerseyfinance.je/jersey-the-international-finance-centre

4. 定位泽西岛www.locatejersey.com

5. 泽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 www.jerseyfsc.org

5. 信托（泽西岛）法1984 www.jerseylaw.je/laws/revised/Pages/13.875

6. 基金会 (泽西岛) 法 2009 www.jerseylaw.je/laws/revised/Pages/13.265

7. 数据保护(泽西岛) 法 2005 www.jerseylaw.je/laws/revised/Pages/15.240

8. 泽西岛法律搜索www.jerseylaw.je/laws/Pages/Search

9. 泽西岛税收信息协议 税收信息交换协议及协定后税收信息交换协议



问答环节

David Rimmer
电子邮件: 
david.rimmer@hawksford.com
电话:  +44 1534 740149
手机: +44 7829 985204
生平: David

泽西岛办公室
15 Esplanade, St Helier
Jersey, JE1 1RB Channel Islands
电子邮件: info@hawksford.com
电话:  +44 1534 74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