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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概况

841名基金发起人

资料来源：爱尔兰中央银
行、Monterey Insight开
展的2015年爱尔兰调查
(Monterey Insight Ireland
Survey 2015)及爱尔兰基
金（净资产和基金数目，
截至2015年12月有效）

（463名在爱尔兰注册基金的发起人）

爱尔兰投资基金行业

4.1万亿美元
13,878

基金总数

资产管理总额

分销至

6,201

爱尔兰注册基金

2.1万亿美元

70多个国家

7,677

非注册基金

爱尔兰注册基金的资产管理总额

45间
行政管理
公司

律师
会计师
上市经纪人

18名/间
托管商/
托管银行

超过

14,000
名的员工

资料来源：爱尔兰
中央银行，
2015年12月

爱尔兰注册基金
（按类别划分）
24%

24%

另类资产

货币市场

27%

19%

股票

债券

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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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均衡

为什么选择在爱尔兰成立基金

熟练劳动力方面全球
排名第一

爱尔兰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适合经商
的国家之一
前言
首席执行官帕特·拉德纳
(Pat Lardner)

其他地区的门户，还是一项或多项全球
认可的专业技能，我们都能如您所愿，
助您取得成功。
•	久经考验的选择：超过800家全球基
金管理人已于爱尔兰成立基金，而20
家顶尖的全球资产管理人中就有18家
选择在爱尔兰成立基金。

• 有
 利于基金的环境：爱尔兰的商业环
境理想，可为各基金提供最佳的全面
环境–这归因于监管机构对基金行业
的深入了解及其可达性、法律及税收
环境以及在注册及服务方面选择众多
的专业服务供应商。

• 广
 泛的能力：我们的投资能力从传统
资产延伸至另类资产，从被动型投资
延伸至主动型投资，从高流动性资产
延伸至低流动性资产。

• 高
 效、灵活和热情的服务：无论您是
需要密锣紧鼓地成立新基金，获得快
速响应和灵活的服务，以满足您的业
务模式的需求，或是愿意付出额外努
力助您取得成功的专家团队，您将获
得令基金增长所需的支持。

• 全
 球影响力：我们服务的客户基础囊
括从零售投资者至机构投资者的各类
客户，而我们提供的服务影响着横跨
70个国家的投资者。

	
我们在此助您一臂之力。请选择我们，
我们将竭尽所能，助您完成这趟重要
的征程。我们希望成为您未来很多年
的首选合作伙伴。

您知道吗...

•	
目前爱尔兰是整个欧元区最自由的经
济体。

•	
爱尔兰服务的对冲基金资产占全球的
比重超过40%，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冲

•	
IBM 2015年全球投资地点(IBM 2015
Global Location)报告根据对内投资的
质量和价值将爱尔兰列为全球第一。

资料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
	2015年全球经济自由指数
(201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	
IMD《2014年全球竞争力年鉴》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14) 将爱尔兰列为：

•	
全球71%的受访投资基金经理将爱
尔兰选为欧洲内排名前三的注册地。
这比紧随其后的竞争对手高出
25%以上。

自基金行业在爱尔兰于超过25年前兴起
以来，我们已帮助全球各地的投资管理公
司成功开发及拓展其国际分销业务版图。
无论您需要的是一整套的当地注册解决
方案及服务，作为您的基金通向欧洲及

获得熟练劳动力的能力排名第一
灵活性排名第一
劳动力的适应性排名第一
生产能力排名全球第一
公司和大型企业的效率排名第一
研发活动排名全球第一
•	
预期仍将是欧洲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最快的国家（2015年为5.7%）
•	
全球超过50%的领先金融服务公司在
这里均设有办事处
•	
EIU的《竞争力评比报告》
(Benchmarking Competitiveness
Report) 将都柏林列为全球人力资本最
佳的城市

资料来源：2014年经济学人智库
对选择欧洲基金注册地展开的调查

•	
爱尔兰拥有最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投资基金。爱尔兰证券交易所(ISE)拥
有7,000多种类别的证券上市，被评为
全球领先的投资基金上市中心。来自
全球4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管理人
的基金在爱尔兰证券交易所上市。
资料来源：爱尔兰证券交易所，2015年

•	
92%受访的跨国公司认为在爱尔兰的
投资取得了成功。九成的首席执行官
计划增加或维持在爱尔兰的投资。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PwC)2015年首席执行官倾

基金管理中心以及欧洲领先的对冲基
金注册地。
•	
爱尔兰是欧元区唯一一个讲英语的国
家，而超过50万的爱尔兰居民会讲流
利的外语，约17%的人口为移民。这令
爱尔兰成为服务全球市场的理想基地。
•	
爱尔兰在国际上是备受赞誉、开放及
低税的司法管辖区，也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中企业所得税的名义
税率最低的成员国。爱尔兰的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12.5%，且基金或投资者
毋需纳税，因此该国拥有有利的税收
环境，可确保基金和投资者取得最大
的回报。
•	
爱尔兰是欧洲领先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注册地。在爱尔兰注册的交易所交易
基金(ETF)占欧洲整体交易所交易基金
市场的约50%。
资料来源：爱尔兰基金，2015年12月

向调查(2015 CEO Puls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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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爱尔兰成立基金

25年
持续增长

全球领先的公司认为爱尔兰
是重要的战略要点。

经验和专业知识

创新性

超过25年来，爱尔兰一直是国际分销投

从传统的“仅持长仓”到复杂的另类投资

基金行业在另类投资领域具有无以匹敌

资基金的领先注册地，涵盖最广泛的基

策略，爱尔兰提供世界一流、具创新性

的往绩记录，持续提供具创新性的先进

金类别。爱尔兰拥有开放、透明及规管

的产品解决方案，满足最广泛范围的投

产品，为这个复杂的行业带来机遇和解

良好的投资环境，有效的税收架构以及

资策略。爱尔兰是首个提供专门针对另

决方案。爱尔兰基金业认为，科技是有

充满活力及创意的商业文化，极其重视

类投资基金行业的监管框架的受规管司

效地满足不断增长的监管、申报、效益

投资者保障，吸引着国际基金发起人前

法管辖区。

需求的关键所在。通过基金处理流程标
准化，爱尔兰以88.3%的自动化率取得

往注册。
爱尔兰基金业在准备应对及应对欧洲及
爱尔兰基金业人才辈出，有超过13,000

国内的监管发展方面处于领先水平。在

名的专才受聘，专门服务于投资基金，

最先进监管、产品及服务基础设施的支

他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可提供各种

持下，爱尔兰的应对能力及适应性让客

各样的服务，包括基金行政管理、转让

户能够最快地将创新性产品推出市场。

了更高的效率。
资料来源：欧洲基金和资产管理协会(EFAMA)环球
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基金处理流程标准
化(Fund Processing Standardisation)，2015年第
2季度

代理、托管、法律、税务及审计服务、
证券交易所上市、合规及咨询服务。

爱尔兰注册基金(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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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爱尔兰中
央银行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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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

UCITS（可转
让证券集合投
资计划）资产

为什么选择在爱尔兰成立基金

欧洲首个提供
受规管对冲
基金的中心

爱尔兰基金业在领导及应对欧盟及国内
的监管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卓越的规管体系

税收效率

爱尔兰投资基金监管环境以开放、

爱尔兰向投资基金提供极其高效、清晰

经考虑各种替代方案后，我们得出结论，

透明、保护投资者为原则。爱尔兰的监

和明确的税收环境。不论投资者是否为

认为爱尔兰是我们成立欧洲基金的理想

管体系健全高效，久负盛名，在保护投

居民，爱尔兰对爱尔兰投资基金免收收

之地。爱尔兰拥有开放、敬业的监管机

资者利益的同时，有助于进一步的市场

入和收益所得税。爱尔兰基金向非爱尔

构，有助于加快产品面世速度，加上较高

开拓及产品的推广。中央银行对交易对

兰居民投资者分派的收入和支付的赎回

的服务标准、优秀的当地专业人才以及熟

手风险和基金章程的披露做出了审慎的

款项毋需缴纳预提税。

规定，而爱尔兰监管框架为独立而规范
的管理和信托/托管提供了条件。

视乎投资者在所属的司法管辖区的纳税
地位而定（例如，免税的退休基金），

爱尔兰为发展国际行业惯例作出了重要

爱尔兰基金也可被构建成税收透明的投

的贡献，引领业界思维，这也是爱尔兰

资工具，从而令投资者通过直接所有权

基金业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石。爱尔兰

保留享有的税务优惠（例如，降低预提

基金业在领导及应对欧盟及国内的监管

税）。此外，爱尔兰与接近60个国家

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合作，形成广泛且持续扩大的双重税收

悉的法律制度，都令爱尔兰成为寻求欧
洲基金产品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理想之选。
WHITE OAK GLOBAL ADVISORS, LLC的
总法律顾问MATTHEW D. CAUDILL, ESQ.

协定网络，可提供有利的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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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爱尔兰成立基金

世界一流的
服务供应商

不论您的基金在何处注册，都可享受爱尔兰提
供的服务。全面支持30种语言和28种货币。

国际影响与认可度

向爱尔兰基金的净销售额（十亿美元）

爱尔兰是主要的跨境基金分销中心，

200,000

其基金销售到欧洲、美洲、亚太区、

180,000

中东和非洲的70个国家。合共463家基
金管理人及超过841名的基金发起人已
选择在爱尔兰进行注册及/或服务基金。
此外，爱尔兰证券交易所是全球领先的
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所。

UCITS的销售额

140,000
120,000
100,000

爱尔兰基金业开放、透明、规范，是业
界中坚，在遵守国际认可的税收标准方
面，领先于全球基金业。爱尔兰基金业
自愿接受G20和经合组织的同业审议，

113,142

104,819

60,000
85,554

118,239

74,414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151,976

105,059

2014年

2015年

20,000
0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以及
成员。爱尔兰并不实行银行保密制度。

126,116

128,718

80,000

盟、欧元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IOSCO)

181,601

160,000

40,000

爱尔兰是国际公认的司法管辖区，是欧

总销售额

资料来源：爱尔兰中央银行，2015年12月

竞争力
2010至2014年爱尔兰的竞争力大幅
提高。

拥有三级资格证书的25至34岁的人口
所占比例高于美国或英国以及上述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

进一步体现了其领先地位。爱尔兰根据

自2009年起，爱尔兰的劳动力成本维
稳，而欧盟其他成员国则上升8%。

欧洲指令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进行协

资料来源：爱尔兰工业发展局，2015年

通过爱尔兰，可进入具有5亿名客户的
欧洲市场，这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

包括物业、服务和劳动力的业务成本持
续降低。

国际上的各调查一直将爱尔兰列入最适
合经商排名前六的位置。

作，而中央银行已与包括中国、迪拜、
法国、香港、英国属地曼岛、德国、
日本、泽西岛、马来西亚、南非、
瑞士、台湾、英国和美国等44个国家或
地区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爱尔兰拥有有利的人口数据和优质的教
育体系。该国可大量供应具备卓越的
技术、语言和客服技能的优秀人才。

2009至2013年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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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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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爱尔兰
爱尔兰基金业服务的基金管理人

来自53个国家的841间基金管理公司
342间

168间

52间

55间

224间

英国公司

美国公司

瑞士公司

亚洲公司

其他公司

图例
40间以上公司
10至40间公司
1至9间公司

资料来源：Monterey，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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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爱尔兰成立UCIT基金

增长
更快

超过75%在爱尔兰注册的基金的资产由UCITS持有。
爱尔兰的UCITS被分销至全球超过70个国家。

理所当然的选择
就UCITS基金而言，爱尔兰无疑是欧洲

超过25年来，爱尔兰一直是UCITS基

就整合UCITS IV而言，税收是需要考

注册地的首选。爱尔兰是广受认可的投

金管理公司青睐的注册地，也是注册

虑的关键因素。由于管理公司只需承担

资基金中心，拥有全球资源，并且在监

UCITS并进行全球分销的首选地。爱

12.5%的企业税，并且对基金不征税，

管、税收、存托和客户服务等方面无可

尔兰继续引领UCITS的发展。为迎接

爱尔兰拥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优势。

比拟，因此成为主要的UCITS注册地。

UCITS框架下一轮的更新，已成立的行
业UCITS 工作组蓄势待发，准备领导业
界考虑上述因素。

爱尔兰注册基金
资产明细

4,910亿美元
非UCITS

1,571万亿美元
UCITS

资料来源：爱尔兰中央银行，2015年12月

在爱尔兰注册的UCITS基金(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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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爱尔兰
中央银行，
2015年12月

为什么选择在爱尔兰
进行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服务首屈一指
的领导者

全球超过40%的对冲基金资产
享受爱尔兰基金业的服务...
爱尔兰基金业已经成为另类投资的代
名词，可提供您成立及管理基金所需的
基金构建专业知识、服务能力及分销
途径。爱尔兰另类投资基金(AIF)具有
受严格规管的框架和极具竞争力的税收
环境，满足最广泛的投资策略,可提供
可靠和经受考验的模式，快速回应市场
发展。

选择爱尔兰另类投资基金的
十大理由
1. 首屈一指的对冲基金服务

在爱尔兰进行行政管理
的另类投资基金

2.	
专业知识。服务于最广泛的策略并通
过制定行业指引引领最佳惯例

40%

3.	
经验。作为领先的基金中心，拥有超

爱尔兰

过25年的经验，同时拥有超过4,000
位的专才，一心专注于另类投资
4.	
选择。47名基金行政管理商、18名存
托商以及各种法律及顾问公司
5.	
分销。利用欧盟绿卡可供专业投资者
投资，爱尔兰基金架构备受国际认可
6.	
创新性。不断发展全新的架构、
服务、管理及技术，以满足持续变化
的市场及监管需求
7.	
税收效率。具有清晰和精简的税收框
架，而基金和非爱尔兰居民投资者毋
需纳税。
8.	
卓越的监管体系。具有在确定时间框
架内的清晰而务实的监管框架。

60%
全球其他地区

9.	
政府通过战略性规划及有针对性的举
措支持基金行业发展

资料来源：爱尔兰基金，2014年12月

10.	由于在2009年推出全新的流程而令基
金重新注册流程得到简化，从而令基
金能够维持其往绩记录，同时更改注
册成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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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爱尔兰纳税

服务
3.4万亿欧元

透明的框架

税务效率

免缴增值税

收制度一直是并将继续是爱尔兰基金业

爱尔兰为全球分销投资基金服务的税收

根据欧盟法律的规定，向爱尔兰受规管

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中性制度已实行了超过25年。

基金提供管理、行政管理和托管服务毋

超过25年来，爱尔兰一直是国际分销投
资基金领先的受规管注册地。爱尔兰税

需向爱尔兰缴纳增值税。法律和会计服
爱尔兰的税收制度极其有效、清晰和
明确，体现其开放性和透明性，且完全

务等其他服务可导致须向爱尔兰缴纳增

从基金的角度看

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指引和欧盟

值税，但视乎基金的增值税退还状况
而定，可能予以抵销。

的法律。爱尔兰的框架建基于法律，

爱尔兰受规管的基金毋需就投资取得的

并不依赖裁决。

收入和收益向爱尔兰纳税，也毋需就其
资产净值向爱尔兰缴纳任何税款。非爱

税收协定网络

就税收而言，爱尔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

尔兰居民投资者在发行、转让或赎回基

组织的全球性论坛中具有最高的透明性

金单位时毋需就资产净值、转让或资本

爱尔兰与欧盟、中东、亚洲和南美洲的

以及信息交换率。

缴纳其他的税款。

70多个国家合作，形成全球最先进和最
有利的税收协定网络之一。在特定情况

爱尔兰是首个就《外国账户税务合规
法案》(FATCA)的实施与美国签订政府

下能否受惠于协定，将最终取决于签订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

间协定(IGA)的国际基金注册地。

构的策略。因此，实施协定的途径需要
非爱尔兰居民投资者毋需就投资向爱尔

爱尔兰也是最早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兰纳税，亦毋需就基金对其的付款缴纳

织的《通用报告准则》(CRS)体制的司

任何的预提税。

法管辖区。
爱尔兰一直是引导国际税收发展的
典范，这表明爱尔兰致力于提高国际税
收透明度和行政管理协作度的一贯承
诺。此承诺对保护爱尔兰作为负责任、
受规管的在岸司法管辖区的声誉而言至
关重要，并确保爱尔兰的税收中性制度
推动具有税务效率的投资。

爱尔兰为全球分销投资基金提供的税收
中性制度已实行了超过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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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国家的相关税收协定以及税务机
按个别案例基准进行检讨。

关于爱尔兰基金

关于爱尔兰基金
爱尔兰基金业协会(也称为“爱尔兰基金”)

通过与政府及行业委员会以及工作组

于1991年成立，是爱尔兰国际投资基金

合作，爱尔兰基金对爱尔兰的监管及法

界的代表性机构。

律框架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产生影响。
爱尔兰基金也通过制订政策和指导方针

我们代表着爱尔兰国际基金行业的基金

并促进行业培训来确定市场规范。

发起人/管理人、行政管理商、托管商、
转让代理机构和专业的咨询公司，服务
超过13,500个基金，而管理的资产净
值超过4.1万亿美元。
爱尔兰基金的目标是支持及改善爱尔兰
国际基金行业的发展，确保其继续成为
投资基金注册及服务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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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基金
10th Floor, One George’s Quay Plaza,
George’s Quay, Dublin 2, Ireland.
电话: +353 (0) 1 675 3200
电子邮箱: info@irishfunds.ie
网址:
irishfunds.ie
2016年2月

本文件仅用于信息参考，如需在爱尔兰开展业务，建议您征询专家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