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傑访谈INTERVIEW

亚洲市场是一个长期战略

编者按：

似乎正像拿破仑预言的那样，中国这头睡狮正在醒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低迷的

映衬下，中国经济仍然在持续、稳定地向前推进。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 年中国 GDP 增速仍将达

到 8.2%，经济活动非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乐观。

无论是国际投资和跨境并购，还是海外上市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都需要专业化、国际化的

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法律、会计、金融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嗅觉敏锐的

国际服务机构开始把目光转向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希望能够分享这些全新的市场机会，

来个“西方不亮东方亮”。

其中，Bedell 便是这样一家有远见卓识的国际离岸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

Bedell 将如何看待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来抓住市场机会？面对可能遇

到的挑战，又有哪些解决之道？为此，《宏傑季刊》专访了 Bedell Trust 执行主席 Michael 

Richar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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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市场是一个长期战略
“宏傑 2012 年度基金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年会”专访 Bedell 

Trust 执行主席 Michael Richardson

Q1: 作为一家业界领先的离岸律师

事务所， Bedell 在境外的知名度非常高。

但由于迄今为止还尚未在中国设立分支

机构，这使得中国的专业人士和客户对

Bedell 知晓度不足，因此他们很想藉此机

会更多地了解 Bedell。作为 Bedell Trust

的执行主席，您能够为大家介绍一下您的

公司和服务吗？

A1: Bedell Cristin 是一家“提供

全方位服务”的国际离岸律师事务所。

Bedell Cristin 于 1939 年在泽西岛成

立，公司规模和覆盖地域在过去的 15

年里都在不断扩展。如今，我们已经在

8 个主要的金融辖区设立了办公室，

包括：泽西岛、根西岛、伦敦、都柏林、

日内瓦、毛里求斯、BVI 和新加坡，其

中，新加坡办公室于 2012 年 7 月成

立。现在 Bedell Cristin 在全球总共有

29 位合伙人，员工人数近 300 人。

Bedell Trust 是一家屡获殊荣、业

内领先的独立信托服务公司，赢得了

保 持 长 期 客 户 关 系 的 良 好 声 誉。

Bedell Trust 是 Bedell Cristin 的“姐

妹机构”。自 1971 年设立起，我们已

经在过去 40 多年里已经发展成为数

一数二的专业机构。我们主要为国际

商业和高净值资产家庭提供公司管理

和信托服务。相信通过整合主要离岸

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信托 / 管理服务，

我们将能够为国际客户提供具有吸引

力的“一站式”服务。

Q2: 通过您上述介绍，我们了解到

Bedell 刚刚于今年夏天在新加坡设立了

公司，来服务亚洲客户。为什么 Bedell 会

选择新加坡而不是香港呢？因为在业界

人士看来，作为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香

港比新加坡更受欢迎。

A2: 客户需要我们在哪里提供服

务，我们就会前往哪里。

之所以选择新加坡，主要是因为新加

坡已经发展成一个重要而可供选择的

财富管理中心。据我们 Bedell 所知，

现在的新加坡也许可以和纽约、伦敦、

瑞士的苏黎世 / 日内瓦等传统的财富

管理中心一较高下。

其实，早在新加坡发展起来的很

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意识到香港的重

要性，并和香港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银行等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

关系。今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为他

们及其客户提供服务以满足需求。

此外，我们在泽西岛和新加坡的

办公室招募了能说普通话的员工，藉

此，我们希望可以抓住更多中国境内

外说普通话的客户。我相信，我们的下

一个办公室将会选择设立在香港或中

国大陆。

Q3: Bedell 会计划在中国设立办公

室吗？如果有，将会选择在哪个城市？为

什么？

A3: 正如我上面所说，Bedell 希

望能够从中国大陆客户的法律和信托

需求中扩大市场，而我们看到有必要

设立一个办公室来为这些客户提供

“实地”服务。但就像我在第二个问题

中所谈到的那样，我们只去往客户需

要且希望我们提供服务的地方。只有

时间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陆 /PRC

这么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哪里才能

获取最多的生意和新客户。需要指出

的是，针对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我们

将会把亚洲 / 中国当做一个长期的战

略而不是“仓促上阵”。

Q4: 我们知道，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

气，越来越多的专业服务提供商正在把目

光从传统的西方世界转移到新兴市场，比

如亚洲，特别是大中华区。对此，Bedell 和

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A4: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我们

将会把亚洲市场当做一个长期战略，

实际上，Bedell 作为律师事务所提供

的服务达 70 多年，提供的信托服务也

超过了 40 年，都是非常重视长期发展

的。因此，就亚洲市场的需求来说，我

们所提供的服务（比如，上市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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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信托和家庭办

公室）都为时尚早。但是，亚洲市场（特

别是中国大陆）发展非常迅速，这将足

够我们在未来 70 年为中国客户提供

服务。

Q5: 针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大

陆）的市场需求，Bedell 打算如何应对？

Bedell 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了吗？

A5: 我们自信能够针对亚洲客户

需求做出反应。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已经招聘并

将继续招聘能够说普通话的律师和信

托专业人士。他们已经为亚洲市场提

供离岸服务超过 10 年。我们具备处理

亚洲业务的“专业知识”，并和当地很

多专业中介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无论如何，我们很多合伙人和高

级职员都曾经工作或拜访过香港、新

加坡和其他亚洲城市的专业公司。现

在，他们同样希望能够经常到中国大

陆各个城市（并不限于北京和上海），

比如广州、天津等。

我们相信，藉由服务中国客户的

经验、合作网络、核心员工，我们已经

和中国大陆的律师事务所建立起了良

好的关系，而这将是我们成功开拓中

国大陆业务的关键。

Q6：现在，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华

人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大陆，还包括香

港、新加坡、台湾和其他亚洲的华人社群。

针对华人客户，您认为有什么障碍吗？

Bedell 将会如何加以克服？华人世界的

机会何在？在这里，您能够通过我们的杂

志和我们的中国读者分享一下吗？

A6: 我们认为和华人客户接触存

在着的障碍包括：

1）亚洲市场已经被 BVI、开曼群

岛等抢先占领，其他的司法管辖区像

泽西岛和根西岛，尽管他们的国际地

位很高，但却不为亚洲使用者所熟知。

2）语言问题——要服务中国大陆

和台湾客户，会说普通话和粤语非常

重要，因为这些辖区的英文水平比较

低。

3）亚洲的实体存在——和亚洲地  区

的中介机构和客户工作在同一个时

区，这对快速发展的亚洲市场来说也

非常重要。

针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障碍，当然，

我们 Bedell 早已有了应对之策：

1）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们的新加

坡 居 民 合 伙 人 Stephen Adams， 可

以 为 亚 洲 客 户 直 接 提 供 BVI 服 务。

Stephen Adams 是 BVI 律师，曾在

Baker McKenzie 的香港办公室工作

了 5 年。此外，我们也正在积极招聘开

曼律师。

2）就像在问题 5 中所说的那样，我

们的亚洲团队已经拥有能够讲普通话

和粤语的律师、信托专业人士。

3）我 们 的 新 加 坡 办 公 室 已 经 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设立，不久的将来，

我们还将会在香港或中国大陆设立办

公室。

亚洲 / 中国市场的主要机遇：

1） 上市公司——Bedell 能够提供

法律意见、上市公司设立、管理到股权

登记等一系列的“一站式”服务。

2） 对冲基金 /PE 基金。

3）高净值资产人士和家庭——为

其提供资产管理以及房地产规划保

障、海外资产并购、中国居民海外移民

及其子女的海外教育提供服务。

Q7: 正如您刚刚提到的，尽管泽西岛

具有很高的国际地位，但因为市场已被

BVI 和开曼群岛抢先占领，所以不为中国

客户熟知。你能介绍一下，泽西岛相比较

其他的离岸管辖区而言有什么优势吗？

 A7: 泽西公司被中国企业在很多

地方寻求上市——包括英国 AIM、香

港或其他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5 月，在全球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泽西公司有 89 家，这些证券交

易所从伦敦到纽约，市值总计超过

1390 亿美元。现在，泽西是领先的国

际金融中心之一，泽西公司被广泛地

用作上市工具。此外，泽西也是英国境

外注册最多的 FTSE100 公司。

如今，在英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大

约 25% 都把泽西公司当做上市主体。

使用泽西公司作为上市工具的优

势在于：

0% 企业所得税

无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

提所得税

泽西公司在泽西无印花税

泽西有 3 个 CREST 来满足股份登

记 ( 英国股份处理系统 )

通过 CREST 可直接处理股份交易

泽西是获香港证券交易所许可的

可 上 市 司 法 管 辖 区（United 

Company Rusal PLC, West China 

Cement Limited and Glencore In-

ternational PLC 这三家泽西公司已

成功在香港上市）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得知，泽西公司

是去英国和香港上市时很不错的 SPV。我

想中国客户也非常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

看到 Bedell 的分支机构，因为这将为他

们省去很多时间和沟通成本。希望这一天

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谢谢您接受我们

的采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