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致達經濟實質服務和解決方案
為解決低稅率或零稅率稅收管轄區內利潤過高而經濟實質過少的企業所引發的擔憂，歐盟已尋求提出
經濟實質要求。 

因此，許多國際金融中心已引入經濟實質立法。範圍包括所有傳統的離岸司法管轄區，如英屬維爾京
群島、開曼群島和其他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點。

大多數向歐盟承諾引入經濟實質要求的司法管轄區，都在2018年年底的最後期限之前成功通過了立法，並就立法的適用提

供了指南。2019年3月，歐盟發佈了一份更新名單，並于同年5月進行了後續審查，將達到必要標準的司法管轄區從名單中

移除，或根據各自的進展情況移入灰名單或黑名單。這促使大多數司法管轄區開始修改地方經濟實質立法，並就經濟實質

要求提供額外指南。

助您
抓住機遇

誰會受影響？
除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外，其他幾個受歐盟經濟實質立法影響的司法管轄區包括安圭拉、巴哈馬、百慕大，以及英

國皇家屬地澤西島和根西島。違反經濟實質要求可能導致巨額罰款或被當地註冊機構注銷等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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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致達
作為全球領先的企業服務提供商之一，我們與各種規模和類型的客戶合作，包括本地和跨國企業、家族企業、投資基金、

私募股權公司和私人財富客戶，協助並支持他們在世界各地拓展業務。

瑞致達作為全球三大企業服務供應商之一，擁有由專業人才組成的多元化團隊，致力為客戶提供一系列獨特而廣泛的服務

和解決方案，服務範圍包括企業成立註冊服務，例如：國際企業成立、成立後的技術和企業服務、企業治理和法律服務，

以及信託、受信、私人財富客戶服務和基金管理等。

作為擁有豐富行業知識和地區專才的全球領先企業，瑞致達擁有超過4,500名專業人士，遍佈美洲、歐洲、中東和亞太45個

國家和地區。瑞致達深入瞭解不同客戶的專業需求，在提供靈活多樣的解決方案方面創造了輝煌的往績，包括提供人才、

流程和產品，以協助客戶從其國際業務中謀求最大收益。

“經濟實質”包含哪些因素？
在歐盟經濟實質立法的框架內，“實質”是一個廣義概念，涵

蓋企業的各個領域，包括管理、控制、運營、實體經營和

決策程序。因此，對於在有關司法管轄區註冊的實體來說

，評估自己是否正按照規定進行“相關活動”，以及是否應提

供“實質”證明，至關重要。此外，這些實體的董事須證明自

己已對該立法給予了充分重視，確認其公司是否處於管轄

範圍內，如果是，還需證明已採取或正採取的措施以確保

遵守新的立法。

“相關活動”有哪些？

銀行業務 保險業務 基金管理業務

融資租賃業務 總部業務 航運業務

持有資產業務 知識產權業務 分銷和服務中心業務

如果您的英屬維爾京

群島公司和/或開曼群

島公司適用經濟實質

立法，我們的分類服

務將幫助您確定分類

，並隨附報告和董事

會決議。

分類

瑞致達將全程指導您

確定分類，提供相關

董事會決議，必要時

幫助您向監管機構提

交您的公司狀態。

全面審查

通過法律實踐，瑞致達

可以委託持牌英屬維爾

京群島、開曼群島和其

他離岸律師為單個實體

或包括相關實體的組織

提供專屬法律意見，並

評估分類。

組合評估

瑞致達內部技術專家

和稅務專家網絡小組

可審查組合結構，提

供從司法管轄區實質

到替代結構選項的替

代方案。

適用咨詢服務

瑞致達在英屬維爾京

群島和開曼群島所設

的辦事處可以提供司

法管轄區解決方案，

包括提供信託董事、

辦公場所、員工和其

他外包解決方案。

實質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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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仍然對外開放！
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和其他類似司法管轄區將繼續保持其法律穩定性、稅收中性，並依然提供穩定且有競爭力的

商業環境，因此仍是頗具吸引力的企業注冊和架構布局中心。事實上，多數在這些司法管轄區設立的架構無需建立實體，

並且可以繼續開展業務，對其經營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但所有架構將需要根據自身特點進行評估，理解這一點十分

重要。這意味著，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仍然面向企業開放，而那些能夠証明自己充分遵守和尊重經濟實質立法的實

體則將贏得長期優勢。

聯系我們
如需詳細瞭解瑞致達將如何幫助您的企業遵守歐盟經濟實質要求，請聯繫您的客戶經理或以下瑞致達的專家團隊：

瑞致達英屬維爾京群島
Rexella Hodge
董事總經理
電話 +1 (284) 852 2550
郵箱 rexella.hodge@vistra.com

瑞致達開曼群島
Je�rey Goddard
董事總經理
電話 +1 345-769-9381
郵箱 jeffrey.goddard@vistra.com

瑞致達中國  
Reyna Hu  
企業發展董事
電話 +86 187 1790 8917  
郵箱 reyna.hu@vistra.com 

瑞致達塞浦路斯
Alexis Alexandrou
公司成立經理
電話 +357 25 272703
郵箱 Alexis.Alexandrou@vistra.com

瑞致達根西島
Julian Carey
客戶服務副董事
電話 +44 1481 754123
郵箱 julian.carey@vistra.com

瑞致達中國香港
E�y Yeung 
企業及私人客戶執行董事 
電話 +852 6100 1388  
郵箱 effy.yeung@vistra.com 

Jessica Far 
企業及私人客戶執行董事
電話 +852 6082 0028 
郵箱 jessica.far@vistra.com 

瑞致達印度尼西亞
Miguel Latorre
董事總經理
電話 +62 21 5099 6400
郵箱 miguel.latorre@vistra.com

瑞致達澤西島
Steven Rowland
合規經理
電話 +44 20 3872 7383
郵箱 steven.rowland@vistra.com

瑞致達馬來西亞
Olivier Too
吉隆坡董事
電話 +603 2092 9458
郵箱 olivier.too@vistra.com

瑞致達馬耳他
Marco Bugelli
董事總經理
電話 +356 2258 6423
郵箱 marco.bugelli@vistra.com

瑞致達毛裡求斯
Shahed Hoolash
董事總經理
電話 230 260 7072
郵箱 shahed.hoolash@vistra.com

瑞致達塞舌爾群島
Neil Puresh
董事總經理
電話 +248 4325 600
郵箱 Neil.Puresh@vistra.com

瑞致達新加坡  
Chin Wai Hun
技術服務董事
電話 +65 6854 8035
郵箱 waihun.chin@vistra.com 

瑞致達瑞士 
Klara von Rotz
法務主管
電話 +41 44 296 68 32
郵箱 klara.vonrotz@vistra.com

瑞致達台灣  
Nadine Feng 
董事總經理 
電話 +886 9 1929 9323  
郵箱 nadine.feng@vistra.com

瑞致達阿聯酋
Rajiv Kumar Singh
集團商務董事
電話 +971 4 351 8330
郵箱 rajiv.kumar@vistra.com

瑞致達英國
Victor Hjalt
業務拓展經理
電話 +44 20 3872 7387
郵箱 victor.hjalt@vistra.com

管理

實質

控制 實體經營

運營 決策

最后，確保了解透徹，符合合規要求也非常重要，否則

可能導致聲譽受損、經濟處罰和其他制裁。不過整個過

程可能非常復雜，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瑞致達可提供哪些幫助？
為了幫助您掌握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歐盟經濟實質要求，瑞致達可以為您提供從分類審查到全

面審查的一系列服務，並就向監管機構登記公司狀態提供咨詢服務。

瑞致達企業法
Debbie Farman 
企業法董事總經理
電話 +44 (0)117 918 1221 
 (布裡斯托爾)
 +44 (0)203 872 7425 (倫敦)
郵箱 debbie.farman@vistra.com

Debbie Wilmot
企業及私人客戶法律服務董事
電話 +1 284 852 3813
郵箱 debbie.wilmot@vistr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