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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豁免公司有著

衆多的優點而被廣

泛運用於貿易及投

資領域，並且由於其

可以在世界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特性，可

以在香港、新加坡、

美國證券交易市場挂牌上市，更是成爲上市融資

的首選註冊地。若一家公司已經在某一司法區成

立，而該司法區的法律規章使得該公司在當地上

市難度較大，則將該公司遷冊（Re-domiciliation）

到其他上市規管較爲寬鬆的司法區如開曼，不失

爲一個曲線上市的好辦法。開曼公司法的靈活性

允許公司可以自由轉入轉出，這一點使得其他司

法區的公司遷冊到開曼成爲可能。 

 

遷冊包括哪些具體程式，應如何操作？這要

根據公司註冊地的規管法律及公司性質來具體說

明，下面我們以香港公司遷冊至開曼爲例來說明

遷冊的操作。 

 

由於香港法例不容許香港公司「遷出」香港，

將香港公司遷冊到開曼群島，根據公司性質的不

同，可以有以下兩種操作方法： 

 

 

 

1、   現有的上市公司：將現存的上市公司遷冊

到開曼，這個過程與 IPO（首次公開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大致相似。即開曼

公司與香港公司交換股份，然後以開曼公

司身份重新上市，此過程要得到香港法院

的批准。 

2、   私人非上市公司或集團：這一步驟需要將

私人非上市公司或公司集團（這些公司可

以在香港、曼島、新加坡或其他的司法區

成立）重組合並資産及負債到一家開曼控

股公司旗下。 

 

以上兩種方法是香港公司遷冊至開曼最常見

的方法，也是亞洲其他國家遷冊常用的方法。在

這兩種方法實施的過程中都需要新成立一家開曼

控股公司。 

 

遷冊包括公司集團內的公司重組及在開曼成

立豁免公司來作爲公司集團（上市的是這些公司

的股票）的控股公司。這兩種方法選用的不同就

在於目標公司（遷冊的物件）的性質是已上市的

公司還是私人非上市公司。一家現有的香港上市

公司在香港公司法下通過法庭的裁決來進行遷

冊。法庭將裁決進行股份交易，新開曼控股公司

的股份將被發行給香港公司的原有股東，香港公

司就成爲了開曼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若是非上市

公司進行遷冊的話，是並不需要法院的裁決，股

東大會上的股東決議通過即可。 

 

有關公司遷冊的詳情請向我們查詢。我們的專業顧問

將爲您提供完整而詳盡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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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大百慕大百慕大百慕大 2006200620062006 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    

修訂案揭秘修訂案揭秘修訂案揭秘修訂案揭秘    

    

百慕大（Bermuda）

位於北大西洋，處在美國

東海岸。百慕大是英國的

屬地，是英國最早享有自

治權的殖民地。百慕大的

政治及經濟一直都處於非

常穩定的狀況。百慕大的

支柱産業爲旅遊和金融業。 

 

背景簡介背景簡介背景簡介背景簡介 

百 慕 大於 1981 年 制定 了 公司 法 （ the 

Companies Act 1981）作爲豁免公司（Exempted 

Company）和國際商業公司成立的依據。2006年百

慕大國際商業協會（ the Bermud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sociation）所屬的立法變更委員會（the 

Legislative Change Committee）及金融局（Ministry 

of Finance）對 1981公司法進行了修訂，新修訂的

公司法稱之爲 2006公司法修訂案（the Companies 

Amendment Act 2006），於 2006年 12月 29日起生

效。 

 

本次修訂是繼 2004 年英屬維爾京群島（BVI）

商業公司法（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頒佈

後國際離岸中心對公司法修訂的另一重大事件。本次

修訂順應了國際離岸業務的發展潮流，參照和借鑒了

歐美等先進公司法中近年來的新變化，旨在提高公

司、註冊處及服務提供商的服務效率及提供更多的便

利，並持續增強百慕大在國際商業社區的競爭力。本

次修訂包含衆多的亮點，受到國際投資者的普遍歡迎

和高度評價。業內人士普遍認爲這是近半個世紀以來

百慕大公司法最大的變動。 

 

與 1981 版的公司法相比，2006 公司法修訂案

取消了許多不必要的規定，新增了一些更務實的規

定，更具人性化及效率化。下面我們摘選一些顯著的

變動，以保證您跟上資訊更新的步伐，體驗更多的不

同。 

 

註冊資本註冊資本註冊資本註冊資本 

1981 版公司法中規定百慕大公司的註冊資本至

少爲 12,000美元（或者等額的其他貨幣），但是並不

要求資本到位。2006 公司法修訂案取消了這一規

定，新成立的公司將沒有授權資本額下限的限制。特特特特

殊行業的公司如保險公司、銀行及其他需要獲得特殊殊行業的公司如保險公司、銀行及其他需要獲得特殊殊行業的公司如保險公司、銀行及其他需要獲得特殊殊行業的公司如保險公司、銀行及其他需要獲得特殊

執照的公司仍然設有註冊資本額度的要求。執照的公司仍然設有註冊資本額度的要求。執照的公司仍然設有註冊資本額度的要求。執照的公司仍然設有註冊資本額度的要求。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 

2006 公司法修訂案中新增規定，百慕大公司的

名稱除了使用英語名稱作爲一級名稱以外，還允許以

其他語言如中文、阿拉伯語、俄語等註冊二級公司名

稱，以利於百慕大公司與其他語言的國家經濟實體進

行貿易往來。如要註冊其他語言的名稱，只需要相應

語言司法區的公證人或相似功能的機構出具證明文

書，確認翻譯的準確性即可。 

 

私人信託公司私人信託公司私人信託公司私人信託公司 

2006 公司法修訂案規定私人信託公司可以成立

爲 有 限 擔 保 公 司 （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這種公司構架使得私人信託公司得以

更好地組織及運作。 

 

文件傳遞文件傳遞文件傳遞文件傳遞 

2006 公司法修訂案規定，公司可以使用電子形

式如網站公告或者電子郵件向股東送達通知、報告、

註冊文件等。過去這些文件只能以郵寄信函或傳真的

形式遞交。這項舉措大大節省了文件傳送的時間和成

本。同時，2006 公司法修訂案允許公司註冊處

（Registrar of Companies）接受電子存檔。 

 

無限制的公司目標（無限制的公司目標（無限制的公司目標（無限制的公司目標（Unrestricted Objects）））） 

2006公司法修訂案規定 06年 12月 29日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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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的百慕大公司不必在公司章程中訂明其目標和

權利。以往公司法中規定公司需要在章程中訂明其詳

細目標，往往需要耗費大篇幅來闡述其目標。當然，

公司擁有作爲自然人來行使這些目標的全部權利。特特特特

殊交易的特殊目標仍然需要在章程中注明。殊交易的特殊目標仍然需要在章程中注明。殊交易的特殊目標仍然需要在章程中注明。殊交易的特殊目標仍然需要在章程中注明。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免責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免責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免責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免責 

2006 公司法修訂案中規定公司的董事或高級管

理人員遭到起訴，被控其欺詐或不誠實，若其罪名成

立，則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將自行負責辯護費用。若

控告不成立，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則可免於支付這筆

支出。 

 

書面決議的通過書面決議的通過書面決議的通過書面決議的通過 

以往公司法中規定，若一項書面的股東決議要得

到通過的話，則需要公司所有股東的簽字方可。該項

規定實際上耗時耗力。2006公司法修訂案規定當 1）

決議通知及決議都送達至所有的股東，且所有的股東

簽字，或 2）在股東大會上進行表決的時候，代表大

多數表決權的股東簽字後，股東決議就可生效。 

 

庫存股票（庫存股票（庫存股票（庫存股票（Treasury Share）））） 

2006 公司法修訂案引進了庫存股票的概念。庫

存股票是指公司收回且沒有銷毀的已發行股票。

2006 公司法修訂案允許公司可以持有庫存股票。一

般來說，庫存股票的權利受到很大的限制。公司仍然

可以回購股票進行銷毀。庫存股票與爲了銷毀而進行

的回購股份有著很大的不同。若公司想要持有庫存股

票，則需要具備以下的條件：公司章程中必須允許公

司可以購買並持有庫存股票；若是由於購買股票而導

致公司資不償債，則嚴令禁止收購庫存股票；持有庫

存股票的公司不得行使這部分股票的任何權利；庫存

股票可以以現金進行轉讓或以貨代款。 

 

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命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命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命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命 

過去，特定的職位如總裁、副總裁、主席或副主

席必須由董事擔任。2006 公司法修訂案已取消了這

一規定。公司在任命董事或非董事擔任高級管理人員

方面有了更多的靈活性，公司可以任命非董事擔任高

級管理人員。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2006 公司法修訂案規定契約或類似文件只需經

授權人的簽字即可生效。過去文件若要生效的話，需

要加蓋公司的公章才可以。 

 

私募私募私募私募 

2006 公司法修訂案規定向公衆和公司內部發行

股票，需要將招股書存檔於公司註冊處。其中向公司

內部發行股票有部分豁免情況：若是出於員工股票計

劃或員工股票激勵計劃而向員工發行股票的話，則具

有私募特徵，可以免於將招股書存檔。 

 

董事職權董事職權董事職權董事職權 

2006 公司法修訂案規定董事可以全權行使公司

的任何權利，除了 2006公司法修訂案及公司章程中

規定的股東權利以外。這一規定澄清了股東與董事之

間的權責劃分。 

 

從以上的比較和分析不難看出，2006公司法修訂

案給予百慕大公司的成立及管理以更多的靈活性及便

利性，有助於提高百慕大公司的運作效率並有效降低運

營成本，大大增強了百慕大公司的競爭性。篇幅所限，

我們僅爲您精心挑選以上的變動，未盡事宜請向我們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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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公司的公司股東盡職調查開曼公司的公司股東盡職調查開曼公司的公司股東盡職調查開曼公司的公司股東盡職調查    
 

在處理開曼公司的案例時，我們經常需要對股東進行盡職調查

(Due Diligence)。開曼公司股東的盡職調查與其他境外中心的盡職調

查稍有不同。通常來說，對於開曼公司所有的公司股東（Corporate 

Shareholder），不論其持股是否超過 10%，都需要提交盡職調查。 

 

但是若該股東爲上市公司或者爲風險投資時，其律師只要提交一

份證明股東身份的函，即可免於提交全部的盡職調查。這兩種情況的

盡職調查內容相對簡單，耗時也較少。在這樣兩種情況下，所需提交

的盡職調查包成立證書（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的確認正本及

律師發出的證明股東身份的函。 

 

律師發出的證明公司股東身份的函，其實就是開曼群島遵法清單(表)（Cayman Islands Compliance Control 

Schedule）中的附件D (Appendix D，全稱爲 Introduction by Professional Clients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roducer 

(or on Introducers Letterhead) )。需要填寫的內容主要有：申請人姓名、申請人地址、律師姓名與律師事務所的

證明文件副本及簽名、職位與簽字日期。 

 

所以我們在幫助客戶進行盡職調查時，會區別客戶的背景，根據不同的投資者背景選擇盡職調查的不同方式及所

需資訊。 

 

 

 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宏傑香港總辦事處 宏傑澳門宏傑澳門宏傑澳門宏傑澳門 宏傑上海宏傑上海宏傑上海宏傑上海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嘴廣東道 30號 

新港中心第一座 511室 

澳門水坑尾街 202號 

婦聯大廈 7樓 D座 

上海市靜安區愚園路 172號 

環球世界大廈 A座 2205室 

(郵編：200040） 

電話 (852) 2851 6752 (853) 2870 3810 (8621) 6249 0318 2205 

專線* 00800 3838 3800   

傳真 (852) 2537 5218 (853) 2870 1981 (8621) 6249 5516 

電郵 Enquiry@ManivestAsia.com Macao@ManivestAsia.com Shanghai@ManivestAsia.com.cn 

*中國大陸/台灣客戶致電專線可免該次長途電話費 

 

(   )本人希望以電郵方式收取《逍遙境外》 (   )本人希望介紹我朋友收取《逍遙境外》 

姓名（中文） 英文： 

公司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請填妥以上表格，然後郵寄至：香港九龍尖沙嘴廣東道 30號新港中心第一座 511室或傳真至：（852）2537 5218，或可發電

子郵件至：Enquiry@ManivestAs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