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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让明天更美好！

金秋十月是一个硕果累累、充满丰收喜悦的季节。

宏傑集团的上上下下亦是如此，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宏傑集团

26 周年庆典暨 2012 年度基金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年会”而热火朝

天地忙碌着。从最初的筚路褴褛到 26 年持续不断的辛勤耕耘，再到

今日的小有成绩，怎能不让我心怀感激和兴奋呢？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宏傑起源于香港，总部位于香港。往年

的年会，我们都是分别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举办，但今年却特意将年会

放在中国上海举办。为什么？因为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正在变得越来

越重要。

一方面，如今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 IPO、

M&A、投融资体量巨大、不容小觑。仅仅在 2012 年上半年，中国的

M&A 便居亚太地区 18 个国家首位，市值高达 70 多亿美元。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对 IPO、M&A 以及投融资方面的专业服务

需求越来越大，但很遗憾的是，我看到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员并不“专

业”，他们在架构规划、SPV 以及离岸辖区的选择方面犯着一些不应

有的错误。

比如，有人误以为架构规划必须要很复杂，故意把简单的问题复

杂化。也有人单纯地“贩卖”离岸公司，却对 SPV 及其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问三不知，疏忽了不同架构可能导致税务问题。还有的中介机构，他

们甚至不懂得合同的仲裁，以致于为客户选择了不当的司法管辖区

……

由此可见，中国对专业服务蓬勃发展的市场需求和实际操作的

低水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它需要更多专业的、国际化、有

经验的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来培育中国市场和教育服务使用者。

正是立足于解决这一矛盾，我们藉此宏傑集团 26 周年之际，邀

请了来自中国和境外的（包括泽西岛、开曼群岛、BVI、香港、新加坡等

地）的专业人士共聚一堂，共同分享有关基金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方

面的专业智识。

相信通过宏傑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将能不断地推动跨境架

构规划、国际税收和基金服务等在中国的健康、有序发展！最后，我非

常高兴能够和如此多的客户、合作伙伴以及老朋友们相聚在美丽的上

海。让我们对更美好的明天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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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话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宏傑集团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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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次和宏傑公司合作举办法律研讨活动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这是一家非常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每一个细节，关注社会进步和整体法律环境变化并愿意为之
奉献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

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幸和宏傑公司的好几位职业经理人有过比较直接的接触，感
触挺深，就是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和热爱，赋予了他们很高的工作热情和实现了比较圆
满的工作成果。他们让人感觉到很贴心，很专业，很能干，很让人放心。作为从业多
年的律师，接触过的咨询公司有很多，但是宏傑公司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此次适逢宏傑公司二十六周年庆典活动举行之时，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公
司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继续蓬勃发展，更上一层楼！

 ——孙志祥律师 上海律师协会涉外法律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二十六周年的耕耘，二十六周年的奉献，二十六周年的收获！宏傑正以专业、诚
信、得体的形象在专业咨询服务领域大显身手。众多的国际客户和专业人士通过宏杰
搭建离岸架构，宏傑正在成长为一流的离岸公司和税务筹划服务商。

此次适逢宏傑集团成立二十六周年及宏傑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举行之际，我
们衷心祝贺宏傑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年会庆典圆满成功！

——胡光律师 上海市律师协会理事 
       胡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首席合伙人 

宏业廿六春与秋，
傑人千百心同德！

——钟永喜 香港贸易发展局华东、华中区域首席代表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同的法界，相同的志向。

——李志强律师 国际律师协会理事 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祝賀宏傑集團的事業蓬勃發展，大展宏圖！將來幫助更多中國內地企業到香港上
市！祝此次年會圓滿成功！

——韓斌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華東區代表

业界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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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傑集团26周年庆典
暨2012年度基金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年会

宏傑集团成立于 1987 年，总部位于香港，分别在上海、杭州和澳门设有办事处。

如今，我们已经走过了 26 年的发展历程。通过为国际客户和专业顾问提供全方位的

综合企业架构解决方案，宏傑集团晋升成为了一流的国际公司架构规划和税务筹划

服务商

值此 26 周年欢庆之际，宏傑集团定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在中国•上

海国际贵都大酒店二楼•帝王厅和华夏厅，举办“宏杰集团 26 周年庆典暨 2012 年度

基金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年会”。除宏傑集团的境外财税专家何文傑会计师之外 , 此

次年会亦盛情邀请了业界知名的专业人士作为演讲嘉宾，他们分别来自：

在主要司法管辖区提供法律、信托服务的离岸服务供应商——Bedel l

最大离岸法律服务、受信与管理咨询服务供应商之一——Appleby

专注于提供 BVI 和开曼群岛法律意见的国际离岸法律律师事务所——Harney

Westwood & Riegels

在香港已经有 25 年历史的最大本土律师事务所之一——柯伍陈律师事务所

致力于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的中国涉外律师事务所——胡光律师事务所

来自中国境内外的 100 多位 PE、VC、M&A、IPO 以及投资银行的律师、基金管

理人、国际投资者等专业人士莅临现场，共同分享宏傑集团 26 周 年庆典的喜悦和基

金及境外公司架构重组方面的专业智识。

活动&流程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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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宏傑集团26周年庆典
暨2012年度基金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年会

议程安排 

时间 2012 年 10 月 23 日（周二） 

地点 上海国际贵都大酒店二楼·帝王厅和华夏厅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65 号 

第一部分：宏傑集团 2012 年度基金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年会 

9:00-17:30  

主席：方少云女士 香港大律师 TEP EMBA（Kellogg）CEDR 认可调解员 

9:00-9:30 签到 

9:30-9:35 董事致辞 宏傑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 唐文静女士 

9:35-9:40 嘉宾致辞 香港交易所华东区代表 韩斌先生  

9:40-9:45 嘉宾致辞 国际律师协会理事 李志强律师 

9:45-10:30 
演讲嘉宾: 李玉燕律师， 合伙人，Appleby   

题目: 在香港的上市项目中运用在开曼群岛、百慕达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注册的公司

10:30-11:15 演讲嘉宾： Michael Richardson，执行主席，Bedell Trust 

题目：使用泽西公司作为上市工具 

11:15-11:35 茶歇Ⅰ 

11:35-12:20 演讲嘉宾：孔焕志律师，合伙人，胡光律师事务所 

题目：当 VIE 引发的各类法律纠纷被诉诸公堂 

12:20-12:50 Q&A 

13:00-14:00 午餐（尖沙咀餐厅 上海市延安西路 129 号华侨大厦 4 楼） 

14:00-14:05 嘉宾致辞 上海律师协会理事、胡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首席合伙人  

胡光律师 

14:05-14:50 演讲嘉宾：Jonathan Culshaw,  合伙人，Harney Westwood & Riegels 

题目: 使用开曼群岛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作为私募投资或风险投资的工具 

14:50-15:35 演讲嘉宾：伍兆荣律师, 高级合伙人，柯伍陈律师事务所  

题目：境外投资者在香港的争议解决 

15:35-15:55 茶歇Ⅱ 

15:55-16:25 演讲嘉宾：何文傑会计师，董事，宏傑亚洲有限公司 

题目：海外首次公开发售前，合并与收购及为投资目的的优化企业架构 

16:25-16:55 Q&A 

第二部分：宏傑集团 26 周年庆典酒会 

18:00-20:45 

酒会流程 开幕致辞 

自由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