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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7月1日起中国
将启动CRS尽职调查

本期提要：

“同股不同权”再生是非！成为TVB股份回购
拦路虎 

动真格啦！开曼群岛AEOI门户网站正式上线

定了！7月1日起中国将启动CRS尽职调查

再提速？香港或将扩展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

继2016年10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时隔8个月，正式版本终于出炉！

2017年7月1日 金融机构开始对新开立的个人和机构账户开展尽职调查。

2018年5月31日前 金融机构报送信息。

2018年9月 国家税务总局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第一次交换信息。

这意味着CRS在中国正式落地！

对于CRS，我们并不陌生。2014年7月，OECD发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

准》（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以下简

称“AEOI标准”），包括《多边主管当局协议》(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以下简称：MCAA)范本和《通用报告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以下简称：CRS)及其释义。其中MCAA是法律框架，而CRS是核心内

容，对于AEOI实施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规范。

虽然业界已经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诸多应对之策；但此次中国内地发布的《非

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表示，旨在将

国际通用的“标准”转化为适应中国内地国情的具体要求，为中国内地实施“标准”提

供法律依据和指引。

可以说，这份《管理办法》是目前最权威也是最全面的一份中文版的CRS实施标准；

依旧值得我们仔细去研究……

◆基本內容

该管理办法是为了规范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对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进行尽职调查，那

么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以下几个基本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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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存款机构、托管机构、投资机构、特定的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金融账户：存款账户、托管账户、其他账户（包括：投资机构的股权或者债权权益、

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者年金合同）。

非居民：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和企业。

非居民金融账户：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开立或者保有的、由非居民或者有非居民控制

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账户。

尽职调查时间表：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账户被分为个人和机构两类账户，而每类账

户又分为新开账户和存量账户，并将存量账户按照不同的标准分为高净值与低净值、

小额和其他账户。

进程时间表如下：

账户类别 描述 尽职调查程序 时间要求

个

人

新开 2017.7.1 以后开立
声明文件+合理

性审核
2017.7.1

开始

存量

低净值

截至2017.6.30账
户加总余额≦100万

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
（电子）

2018.12.31
完成

高净值

截至2017.6.30账
户加总余额＞100万

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
（电子+纸质）
+询问客户经理

2017.12.31
完成

机

构

新开 2017.7.1以后开立
声明文件+合理

性审核
2017.7.1

开始

存量
小额

截至2017.6.30账户
加总余额≦25万美元

无需处理 无

其他
截至2017.6.30账户
加总余额＞25万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部
分账户声明文件

2018.12.31
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采用了美元为单位来划分高低净值个人账户和小额及其他机构账

户，而并非之前《征求意见稿》中的人民币，这在中国内地的执行文件中非常罕见。

◆重点关注

关于FATCA

提到AEOI，就不能不提美国的FATCA（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在上周推送的文章中，我们发现在开曼群岛已经将AE0I和FATCA的实施，纳入了

统一的官方网站，以减少相应的合规成本。

而在此次中国内地发布的针对《管理办法》的解读中，亦特别指出： OECD公布的

AEOI标准是以FATCA为蓝本设计的，大体相同但细节存在差异。《管理办法》旨

在识别AEOI标准所要求的非居民账户，并不适用于FATCA所要求的美国税收居民

账户。鉴于中国政府正与美国政府积极商谈有关FATCA政府间协定事宜，金融机构

可以考虑在操作层面将AEOI标准与FATCA统筹，包括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将二者的

声明文件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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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可以得出：一：申报标准和声明文件将与FATCA统筹；二：FATCA或

将正式启动！

关于消极非金融机构

一直以来OECD都没有给予消极非金融机构定义，而在《管理办法》中却给出了明

确概念，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对消极非金融机构作出定义，并规定：“

识别为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应当收集并记录消极非金融机

构及其控制人相关信息。账户持有人为非居民企业的，也应当进一步识别其是否同时

为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

消极非金融机构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机构：

1. 上一公历年度内，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等不属于积极经营活

动的收入，以及据以产生前述收入的金融资产的转让收入占总收入比重50%

以上的非金融机构；

2. 上一公历年度末，拥有可以产生1）所述收入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50%以

上的非金融机构。

3. 税收居民国（地区）不实施AEOI标准的投资机构。

控制人是指对某一机构实施控制的个人：

1. 公司控制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

        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个人；

        通过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个人；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2. 合伙企业控制人：拥有超过25%合伙权益的个人；

3. 信托控制人：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其他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

制的个人。

4. 基金控制人：拥有超过25%权益份额或者其他对基金进行控制的个人。

这意味着，很多在中国间接或直接控制持有离岸公司，并仅仅只作为其他公司或信托

中间控股公司的情况将被“穿透”。在《管理办法》解读中，明确表态：由于消极非

金融机构容易被当做跨境逃避税的工具，金融机构需要识别出这些机构及其背后的实

际控制人。

关于产生的影响

开户程序变化小：《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的开户程序影响整体较小，仅仅是在

2017年7月1日开始，个人和机构在金融机构新开立账户需要按要求在开户申请书或

额外的声明文件里声明其税收居民身份。但如果是在同一金融机构开立新账户，则无

需进行声明，金融机构可根据留存资料来确认。

不会额外增加税收负担：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是加强跨境税源管理的一种手

段，只是信息的交换，并不会直接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如果你是依法申报纳税的

纳税人，不需要担心因信息交换而产生额外的负担。

哪些人的信息会被交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份《管理办法》中，是以“税收居民”的身份来判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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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非居民的。

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

中国税收居民企业：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

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账户持有人同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和其他国家（地区）税

收居民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收集并报送其账户信息。

因此，无论你是否取得他国国籍且无论你是否是中国税收居民，只要你是另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税收居民，你就将被认定为是非居民，你的信息就将被收集。

→如果你只是中国的税收居民，在中国持有金融账户，你的信息是不会被交换的。

→如果你是中国的税收居民，但同时也是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居民，在中国持有

金融账户，你的信息会被交换。

→如果你是中国的税收居民，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持有金融账户，且该国家或地区

亦加入了AEOI，你的信息将会被交换给中国税务机关。

◆你还需要知道

执行力度大

原本的《征求意见稿》只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单一机构发布，而此次的《管理办法》

却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大部门联合发布，可见其力度与决

心。

客户隐私不会泄露

信息被收集和交换，那客户的隐私会不会被泄露。答案是否定的！在《管理办法》解

读中提到，金融机构对客户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且金融机构不会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

下收集账户信息。相关部门及国家税务主管部门都会在信息交换过程中实施严格保

密。

信息保存期限至少5年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妥善保管收集的资料，保存期限为自报送期末

起至少5年。相关资料可以以电子形式保存，但应当确保能够按照相关行业监督管理

部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提供纸质版本。

宏杰建议：

距离7月1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作为一家有30年丰富经验的专业机构，我们建议

您：

1）对目前名下的金融账户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判断自己的税务居民身份，以大致识

别哪些金融账户的信息可能被交换；预估风险。

2）对未来的资产管理及投资进行合理规划，向专业人士咨询，制定合适的公司架构

和税务筹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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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真格啦！开曼群岛
AEOI门户网站正式
上线

 

开曼作为大名鼎鼎的离岸金融中心，已经承诺将会在2017年进行首次CRS信息交

换。近日，开曼群岛的AEOI门户网站（以下称：AEOI Portal）正式上线，该网站

并非只针对CRS下的信息交换，也包括了美国FATCA下的相关信息。

同时开曼税务信息管理局（The Cayman Islands Tax Information Authority，以下

称：TIA）还公布了针对CRS、FATCA、UK CDOT 和 EUSD（European Union 

Savings Directive，欧盟储蓄指令）下，金融机构需要履行的相关义务的进一步规

定。

时间表进一步明确：

随着AEOI Portal 正式投入使用，TIA对开曼金融机构的义务履行，制定了明确的时

间表。

值得注意的是：开曼所有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需要报告的金融机构还是无需报告的金

融机构都需要在AEOI Portal 进行登记，并且提供所要求的信息。

清算中的金融机构仍须履行义务：

清算中的金融机构或者在2017年将被清算的金融机构，仍然需要正常地完成CRS下

的通报和报告义务。

—准备2016年的信息予2017年进行报告的司法管辖区；

—准备自2017年起至其清算结束时间内的信息予2017和2018年进行报告的司法管

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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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股不同权”再生
是非！成为TVB股份
回购拦路虎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对于推出过无数经典商战电视剧的TVB（电视广播

有限公司， 电视广播00511）来说，无疑是一个真实写照。TVB的股份收购大战，自

今年1月开始，连载数月，剧情却一路上扬；随着本周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

发出清洗交易宽免裁定结果，更是进入了关键时期。

关于CRS义务履行的书面准则和程序
（Written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每一个开曼的金融机构都必须要制定一个关于CRS下义务履行的书面准则和程序。

通常情况下，某些金融机构（比如投资基金）会将这个工作授权给第三方服务供应

商，通过书面准则和程序来描述：职能授权、监管授权和其他CRS义务中没有授权

的相关执行义务。

变更通知人（Change Notifier）：

开曼的金融机构还需要任命一个变更通知人，来通知TIA该机构主要联系人的变更情

况（因此，变更通知人不能为主要联系人）。若主要联系人/变更通知人发生变化，

需要在10个工作日之内通知TIA。

UK CDOT 和 EUSD的逐渐弱化：

作为英国属地的开曼群岛，受英国和欧盟的影响较深无可厚非。但在这次公布的相关

规定中，英国却被弱化了。

宏杰观点：

2017年已经过去了一小半，很多即将在2017年进行首次信息交换的国家及地区的尽

职调查和信息收集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作为一家跨境架构搭建和财税规划的专业机

构，我们经常接到客户的咨询，希望知道CRS究竟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依旧保持自己的一贯立场：面对税务信息交换，合规才是重中之重。若

您有任何关于CRS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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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TVB发布股份回购计划，计划以每股价格30.5港币，以现金方式回购

1.38亿股，总额42亿港币。

2月9日，TVB表示传奇影业及娱乐集团向TVB发出函件，拟收购TVB29.9%已发行

股份。

2月14日，TVB提高回购股份价格至35.075港币，回购股份减少到1.2亿股，涉及总

金额不变。

3月8日，传奇影业及娱乐集团撤回收购TVB要约。

4月28日，TVB停牌，香港证监会就回购清洗交易宽免进行聆讯。

5月10日，香港证监会提出有条件授予TVB回购清洗交易宽免。

外界对于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传奇影业及娱乐集团到底是“何方神圣”，幕后推手

究竟是谁？以及为何突然提出收购计划又突然反悔？有种种猜测……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张经过简化的股权架构图，如下:

来源：香港证监会网站



www.manivestasia.com 宏杰集团客户刊物 非卖品

 宏杰   源于亚洲，基于亚洲，服务全球     

2017年5月刊

您需要了解的背景知识

TVB于1967年成立，80年代后由邵氏掌控。2005年，香港商人陈国强曾斥资3.5亿

港币收购TVB旗下收费电视51%的股份，但因为业绩欠佳，在2009年又以2亿港币

将股份售回TVB。2011年，陈国强和台湾女首富王雪红组成财团Young Lion，以

62亿港币购入26%TVB股份，陈国强出任董事局主席。2015年，在陈国强的牵头

下，引入黎瑞刚旗下的华人文化传媒投资公司，TVB拥有了首个中资主要股东。

从目前的股权架构来看，Young Lion持有TVB26%的股份,其一致行动人士方逸华及

邵氏基金持有3.9%的股份，两者均已经明确表态不会交回股份，那么若TVB提出的

股份回购计划得以实现，他们的持股比例将会从29.9%上升至41.19%，这样便会触

发强制全面要约责任。

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当某人或其一致行动人士买入一

间上市公司30%或以上具投票权股份；或已经持有一间上市公司30%以上，但

不多于50%具投票权股份，并在随后12个月期间内，再增持2%以上具投票权股

份，就必须向其余股东提出全面收购建议。如果新股东因为某些原因不进行全面

收购，则必须向证监会申请清洗交易宽免。

因此，Young Lion一致行动人士集团向收购执行人员申请了清洗交易宽免。

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委员会）于5月10日公布了对此的裁定结果：有条

件授予其清洗交易宽免，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需要在股东通函中，披露有关Young 

Lion 股权架构的全部详情；同时取消股东表决清洗交易豁免的动议！

实际控制人扑朔迷离

从目前披露的股权架构中，可以看出：

1）Young Lion中发行的具投票权股份占其实际权益的10.61%；而不具投票权股

份占实际权益的89.39%。

2）陈国强持有的IVH持有Young Lion 具投票权股份的56.51%，但仅持有6%的

实际权益，虽为董事局主席，却只间接持有TVB1.56%的股份。

3）黎瑞刚持有具投票权86.19%股份的CMC，持有Young Lion 32%具投票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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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84.6%不具投票权股份以及79.01%的实际权益，间接持有TVB的20.5%股

权。

同时，委员会还披露了Young Lion股东之间签订了两份协议：股东协议和关系协

议。在这两份协议中约定：

1） 虽然陈国强拥有Young Lion大多数的具投票权股份，但黎瑞刚持有的CMC实

际对委任TVB 董事具有最大影响力，陈无法控制Young Lion董事局大多数成员组

成，也无法左右投票。

2）CMC拥有大多数不具投票权的Young Lion股份，在很多情况下附带提名权、

批准或否决权（等同于实际投票权）。

3）CMC有权要求陈国强向CMC选择的常居香港的第三方出售持有的Young Lion 

所有股份。

这样一来，委员会发现表面上的实际控制人，并非真实的实际控制人；更加值得注意

的是在CMC的股权披露上，仅仅只披露了具投票权的股份，并未披露没有投票权的

实际权益情况，因此委员会怀疑黎瑞刚可能也并非是TVB的实际控制人。

正是因为谁是真正的实际控制人扑朔迷离，委员会才提出了该有条件的清洗交易宽

免。

拦路虎——同股不同权

委员会表示，这是一起罕见并且难以处理的个案。因为TVB 既是上市公司也是一家

电视台，所以同时受《证券及期货条例》和《广播条例》的监管；在《广播条例》中

接受以不同投票权的AB股方式来解决跨媒体持股问题；但证监会却一直坚持“同股

同权”的原则。

何为同股不同权？一般来说，公司的股权采取的是同股同权（一股一票）的一元制结

构。但在很多股票市场会采取一种AB股权结构（双重股权结构）。即：将公司的股

票分为高、低两种投票权，高投票权的股票每股具有2-10票的投票权，为B类股，

由主要管理层持有；低投票权的股票每股具有1票或没有投票权，为A类股，由一般

股东持有。作为补偿，B类股的流通性通常较差，一出售就会从B类股转为A类股。

这样可以保证管理层以少量资本控制整个公司。

除了股权上的分配之外，股东之间可以通过签订股东协议和关系协议，来保证管理层

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整个公司的绝对控制！

TVB目前披露的股权架构，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其“同股不同权”的情况。到底是披露

详细股权架构？还是放弃清洗交易宽免申请？成为了TVB回购股份计划中的拦路虎。

香港交易所和香港证监会关于“同股不同权”的纠缠过往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香港证监会与“同股不同权”死磕到底了。

2014年，为了促成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香港交易所就曾不遗余力地呼吁对上市规

则进行修订，接受“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香港上市；面对这样一个互联网巨头，香

港证监会却没有妥协。最终，阿里巴巴弃港投美。

2015年，香港交易所又再次提出：拟有条件容许公司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在香

港上市，但香港证监会依旧表示“一致决定不支持”。



www.manivestasia.com 宏杰集团客户刊物 非卖品

 宏杰   源于亚洲，基于亚洲，服务全球     

2017年5月刊

近日，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针对立法会议员就香港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

协定（协定）签订情况的提问做出了书面回答。

提问指出：目前香港有37个协定伙伴，远远落后其他主要经济体，英国、日本、新

加坡均超过了90个。（中国内地的协定伙伴为105个。）

同时，立法会亦希望了解目前香港与其他税务管辖区签订协定的磋商情况，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对此，香港政府回应：在目前的37个协定伙伴中，有12个是香港最主要的贸易伙

伴；并且香港与该12个协定伙伴在2016年的贸易总值超过53,340亿港币，占香港

与全球贸易总额的约70%；可以充分显示香港在订立协定方面是从香港本身需要出

发，看中质量而并非数量。

目前，香港正在商议签订协定的税务管辖区有13个，分别是：巴林、孟加拉、塞浦

路斯、芬兰、德国、印度、以色列、澳门特别行政区、马其顿、毛里求斯、尼日利

亚、沙特亚拉伯及土耳其。

而关于关注度很高的“一带一路”，泰国、中国内地、越南、文莱、印尼、匈牙利、

科威特、捷克共和国、马来西亚、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罗马尼亚、俄罗斯、

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已经与香港签订了协定；巴林、孟加拉、印度、以色

列、马其顿、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则正在商议中。

“一带一路”示意图

再提速？香港或将扩
展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网络 

 

作为决定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两大巨头：香港交易所和香港证监会之间是相互独立又相

互制衡的关系。香港交易所作为上市公司，需要更多的优质公司来香港上市，以维

持其国际证券市场地位；但香港证监会致力于促进及维持证券期货市场的竞争力、效

率、公平性、秩序及透明性。

因此面对香港交易所不断努力，香港证监会始终认为这种制度有害公司治理机构，并

可能损害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坚持对“同股不同权”say No !正如对

TVB的清洗交易宽免的裁定中所说：“否则股东将无法对公司的控制权会如何行使作

出充分有根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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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表示会积极游说其他贸易伙伴展开谈判，以建立一个全面性协定网络，促进双

方贸易连系和避免双重征税情况的发生。

宏杰观点

自2017年以来，香港对外税务协议方面可谓是动作频频。3月中旬就税务事宜自动交

换财务账户资料实施，一次性加入72个申报税务管辖区，让人惊叹香港税务资料交

换一夜变天；这一次针对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政府的回应不禁让人猜测，是否还会发

生一次性发展多个税务伙伴的大提速情况。

香港作为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而宏杰作为一家扎根于香港，

拥有30年丰富经验的专业机构，面对以上信息，我们提取出以下几个重点：

抓住“一带一路”政策机遇，发扬自身优势

面对“一带一路”这个中国在全球经济新环境下确定的重大战略，香港一直都持积极

参与和支持的态度，此次专门提出“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协定签订问题，亦可看出。

“一带一路”对于香港来说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毋庸置疑！涉及的65个国家贯

穿亚太、欧洲、非洲多个经济圈，其中 80%都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整体发展水

平较高，且后期发展潜力巨大。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资金、专业技术支持还是基础设

施完善等方面都有很大需求；如果香港可以抓住这些机遇，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巩固国

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香港树立一个更加优秀的国际形

象。

同时，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亦可大力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1）  区域优势：中国内地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连接桥梁

2）  专业优势：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经济发展和

基础设施建设经验

3）  人才优势：法律、财经等国际化专业人才

4）  文化优势：文化多样，是中西文化融合地

香港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签订协定，会进一步增加香港在国际投融资中的竞争

力，也会给国际投资者带来更大便捷。

税务信息交换网络或进一步扩展

虽然早前香港已经一次性加入72个申报税务管辖区，但若香港扩展避免双重课税协

定网络，税务信息交换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因为税收信息交换是协定的一个组成部

分。

我们交叉对比了香港申报税务管辖区名单、香港已签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名单以及目

前正在商议的名单；发现三份名单并非为包含关系。商议名单中的巴林、孟加拉、土

耳其、马其顿、澳门和尼日利亚均不在香港申报税务管辖区名单上。因此，税务信息

交换网络进一步扩大具有相当大的可能性。

质量VS数量，质量胜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面对数量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问题上，政府表示

香港签订协定是从香港本身需要出发，看中质量而并非数量。政策务实，这也是香港

可以成长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



www.manivestasia.com 宏杰集团客户刊物 非卖品

 宏杰   源于亚洲，基于亚洲，服务全球     

2017年5月刊

扫描二维码

关注宏杰微信

（ ）本人希望以电邮方式收取宏《风》

姓名（中文）

（ ）本人希望介绍我的朋友收取宏《风》

（英文）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宏杰香港总办事处  宏杰上海 宏杰杭州 宏杰澳门

地址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43-59号东美

中心1405-1407室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172号环

球大厦A座2402室

中国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218号

中联大厦A幢802室

澳门新口岸北京街174号广发商

业中心10楼E座

电话 （852）2851 6752 （86 21）6249 0383 （86 571）8523 0717 （853）2870 3810

传真 （852）2537 5218 （86 21）6249 5516 （86 571）8523 2081 （853）2870 1981

电邮 Enquiry@ManivestAsia.com Shanghai@ManivestAsia.com Hangzhou@ManivestAsia.com Macao@ManivestAsia.com

台湾客户免费专线：00800 3838 3800               中国客户免费专线：400 668 1987

请填妥以上表格，邮寄至：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172号环球世界大厦A座2402室（邮编：200040），或传真至：（8621）62495516，

也可以发电子邮件至：Shanghai@ManivestAsia.com

近年来，香港政府为了配合中国内地对外发展政策，税务信息交换全球化的国际要求

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落实执行、加强监管还是提高便利方面都颁布了多项法

律及相关指引措施，对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保护和推动作用。因此，若香

港进一步扩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必定值得期待！

宏杰扎根于香港，在跨境架构搭建和投融资规划方面拥有30年的丰富经验，如您有

任何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

拓展阅读：


	OLE_LINK28
	OLE_LINK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