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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我们通过与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持续沟通发现，拓展海外业
务是它们未来几年内最优先确立的业务目标之一。本文旨在
向正在考虑通过卢森堡确立国际市场一席之地的中国资产管
理公司提供一些关键信息。
 

本文提供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	(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政策的
背景信息，并且阐述了选择卢森堡作为基金销售往欧洲和国
际管辖市场的切入点。本文也提供在卢森堡可采用的基金结
构的资讯，比如创建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基金	(UCITS)	以
涵盖如传统股票﹑固定收益﹑货币市场和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类型的产品﹔又比如创建另类基金产品如私募股权、
对冲、房地产、债务、基础设施等基金产品。为使得说明更
贴近实际，我们加入了这些基金产品结构的具体例子，并分
析讨论了香港连接卢森堡与中国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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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中国投资者投资到中国以外的市场，并同时向外国投
资者开放中国证券，中国政府出台了三个方案，分别为： 
2006年出台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2002年出台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和2011年出台的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卢森堡和中国都能够从这两个计
划实现互利双赢。凭借其作为资金注册地的传统优势，卢森
堡顺理成章地成为投资流入或流出中国的天然门户。中国的
QDII计划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市场。卢森堡与中国签署
的谅解备忘录认可卢森堡监管机构监管的投资基金为QDII合
格的投资。与此同时，QFII计划则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的
证券市场提供了机会。对于境外基金管理公司	(FMC)	而言，
一般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是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计划更有利中国的资产管
理公司以离岸人民币產品进一步拓展其国际业务。中国政府
更进一步把此计划推广到香港以外的市场，让国际基金经理
能够在中国境外成立RQFII基金。

A.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中国在2006年4月出台的QDII计划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市
场，从而为投资基金开启了新的机遇。

QDII计划的相关规定最早见于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 
2006年4月发布的一份公告。该公告阐明了商业银行的投资
框架。

商业银行QDIIs政策

2007年5月10日，银监会颁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
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	允许境内商业银行在特定限
制条件下投资于境外股票。这极大地拓展了商业银行QDIIs产
品的授权投资范围。

证监会试行办法：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QDIIs政策

2007年6月，证监会颁布《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
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实施通知，允许符合资格的中国基金管
理公司和证券公司投资于境外金融市场。

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的基金可以投资于种类繁多的金融产
品。对比于商业银行的QDII规定，	证监会的上述规则为产品
开发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未来发展

中国政府对外公布扩充QDII计划到个人能够在不久将来直接
投资到海外市场(一般称为QDII	2计划)。中国政府虽然并未
在本刊物发布前公布计划地详细内容，但预期QDII	2会首先
在重点城市试行。而QDII	2的投资范畴预计会比前更广泛。

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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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获准投资卢森堡的受监管金融产品

卢森堡和中国监管当局在2008年签署的一项谅解备忘录更进
一步推动了此项进程，允许中国的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卢森堡
的受监管投资工具。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	(CSSF)	与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于2008年签署一项谅
解备忘录，允许QDIIs代表其客户投资于受到卢森堡监管机构
监管的金融产品。卢森堡与中国监管机构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使卢森堡成为获准签署此类协议1的少数几个金融中心之一，
这项协议也使得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UCITS)	基金能通
过QDII计划行销于中国大陆。

基金公司发行的QDII产品倾向侧重于投资香港市场、与中国
相关的证券或者表现出色的境外基金。而大多数银行的QDII
计划方案则采用指数复制策略且投资于单一资产类别，或跟
踪单一只国际基金（通常为UCITS基金）。卢森堡作为UCITS
产品的主要所在地，成为投资者投资基金的理所当然的选
择。

在未来的几年内，另类资产投资基金诸如房地产、私募股本
（风险资本）及对冲基金也将会引入类似的变化。卢森堡作
为UCITS产品的中枢点，得益于其声誉与专业性，有潜力“复	
制”卢森堡UCITS的成功实例于目前行销范围相当依赖于所在
地当地体制的另类资产投资基金。

展望未来，卢森堡有望演变成国际公认的另类投资基金产品
的首选地，满足另类投资基金经理（AIFM）指令，包括房地
产﹑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的要求。

B.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计划则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
的证券市场提供了机会。	QFII计划允许境外机构通过在指定
托管银行开设的特殊帐户从事境内A股交易以及其他金融投
资。本着「减少干预，多加规管」的精神，证监会在2012年7
月公布一系列降低QFII准入资格要求：精简申请程序、放宽
QFII证券账户开立的限制、准许QFII的投资范围扩大至股指
期货和权证，并且将所有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对单个上市公司
的股权合计比例提高至30%。同时，证监会为了进一步开放中
国资本市场，亦厘清了参与QFII计划企业的税务政策。

为了进一步推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
程，RQFII计划于2011年12月出台。RQFII计划最先以香港作
试点，及后开放到卢森堡等其他司法官辖区。RQFII计划允许
离岸投资者在中国证券市场（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市债
券市场）投资到离岸人民币。中国有关当局也降低RQFII产品
的投资限制，让金融机构能够有更高的自由度去设计适合市
场情况的产品。计划同时为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打开大门，
透过建立一个新的平台让它们能够开拓国际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4月29日公布将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
卢森堡，初始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事实上，RQFII计
划对利用卢森堡作为跨境分销平台的基金经理特别有用。在
此公布以前，大型国际和中国基金发起人已经利用其他司法
管辖区的RQFII额度透过卢森堡注册的工具成立RQFII基金。

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1		 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站(www.csrc.gov.cn)列出了59个海外有关当局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www.cbrc.gov.cn)列出了63个海外有关当局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签订了谅解备忘

录。卢森堡均在两张名单上。因此，卢森堡注册的UCITS基金是中国的银行、基金公司及证券公司所销售的QDII投资组合的可认可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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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欧市场之间的桥梁：选择卢森堡的理由

卢森堡为投资流入或流出中国的天然门户 

• 卢森堡公认为跨境投资基金管理的全球中心，提供一个

稳健的平台于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发行投资基金产品并作

全球的跨境行销；销售范围不仅在欧洲范围内，也可返

销亚洲，	甚至销往世界各地	。

• 卢森堡与中国监管机构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使卢森堡成为

获准签署此类协议的少数几个金融中心之一。根据这项

协议，QDIIs可以直接投资于卢森堡金融产品，包括在卢

森堡注册的投资基金	。

• 卢森堡正在积极建立与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联系，并

已经与亚洲各国或地区缔结了14项双重税务协定（包括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寮国、马来西亚、蒙

古、泰国、斯里兰卡、新加坡、南韩、越南、台湾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

• 今天，卢森堡是欧元区内最重要的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枢

纽。卢森堡在人民币存款(615亿人民币)、人民币贷款

(611亿人民币)和人民币投资基金(2963亿人民币)均在欧

洲排名第一。卢森堡交易所也是欧洲区内拥有最多上市

点心债(45只)的交易所
2
	。作为环球投资基金的枢纽，加

上本地人民币相关业务的发展，卢森堡能够为基金公司

带来庞大的发展机会。

2  所有数据以2014年第二季度为止，资料来源：:		http://www.luxembourgforfinance.com/latest-rmb-figures	(于2015年7月31日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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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为投资者提供：

• 保护投资者的优良传统

• 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强劲的经济实力：卢森堡是欧盟的创始

成员国之一

• 知识渊博且快速响应的监管机构

• 前瞻性的立法：商界、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为

卢森堡富有创新精神的法律框架奠定了基础

• 金融专长 

• 擅长产品开发、管理和行销等各个方面业务的众多投资基

金业的专家

• 投资基金技术解决方案领域的丰富经验，包括多个股份类

别以及聚合投资

• 在UCITS和另类资产投资基金跨境注册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的服务提供商，包括存管银行、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基

金律师、审计师事务所和税务顾问等

615 611 2963
亿人民币存款 611亿人民币贷

款
2963亿人民币投资
基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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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UCITS)	：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全球行销产品

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UCITS)	和其他受监管投资工具为
QDII和RQFII的发展贡献良多。理由十分简单：基金是投资于全
球市场的一种简便方式，不必设立复杂的后勤支持部门即可获
取全球市场中资深资产管理专家的真知灼见。UCITS是开放式
基金，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可转让证券，受欧盟准则规管。欧
盟准则目的是为零售投资者确立高水准的投资者保护。欧盟准
则对于此类基金的组织、管理和监管做出规定，并且明确说明
涉及风险分散、流动性和杠杆使用的各
项规则。

UCITS可以采用“伞型”结构，各子基

金采取不同的策略并以各自独立实体的

身份运营。因此，一个UCITS可能有若

干子基金，分别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并

且吸引不同的投资者。

UCITS是灵活的，可以采取基于合

约的形式	(“FCP”)	或者公司形式	

(“SICAV”)	。满足UCITS指令要求的

投资基金可以受惠于欧盟护照在欧盟范

围内自由行销。

UCITS從原來的一种欧洲基金产品演化

为真正行销全球的投资基金产品。如今

UCITS商标全球公认。因此，越来越多

的资产管理公司所设立的UCITS基金秉

持明确的全球行销战略。

而卢森堡享有投资基金跨境行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目

前，接近75%行销全球的UCITS基金是在卢森堡注冊的。

在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可UCITS是一种高品质、监管

得力、稳定且注重投资者保护的投资产品。因此，这些国家都

允许UCITS基金在当地行销。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UCITS 73%

欧洲UCITS基金主要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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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另类资产投资基金：品类齐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UCITS是面向散户投资者的储蓄工具，为投资者提供尽可能高

的保障。其他投资计划包括私募股本和风险资本投资基金、

对冲基金、房地产以及另类资产投资基金则不包括在UCITS范

围内。

欧盟正在透过另类资产投资基金管理指令(AIFMD)實行一个协

调机制以监管发行非UCITS基金的经理，旨在不断提高对投

资者的保障。所有非UCITS基金将被列为「另类投资基金」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s或AIF)。

目前，欧洲AIF基金的分销处决于投资基金和它的管理公司的

所在地。由欧洲基金公司管理并在欧洲注册的AIF基金受惠于

泛欧洲基金推广护照计划，可以在全欧洲分销推广；而非欧

洲注册的AIF基金或者非欧洲的基金公司的基金推广则受销

售地监管机关约束。但这个分野，可能会在2018年前有所改

变：欧盟正研究让非欧洲基金公司和投资基金(视乎它们注册

地)享有泛欧洲基金推广护照计划的好处。

业界预期这一名为	“AIFMD”（《另类资产投资基金管理指

令》）的新机制将会为非UCITS基金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另类投

资基金品牌，程度媲美于今日备受认可的UCITS。卢森堡受益

于其作為UCITS产品枢纽的声誉和专业经验，已准备就绪“复

制”UCITS	成功案例于另类投资基金的分销。

卢森堡使用以下金融工具：

• 专业投资资金	(SIF)

• 风险资本投资公司	(SICAR)

• 金融控股公司	(Soparfi)	:	这类实体通常用来更有效地

设计融合SIF和SICAR的投资结构

专业投资资金（SIF）和风险资本投资公司（SICAR）可以采

取多种方式，如共同投资基金、投资公司、有限责任或公共

有限责任公司、合伙等。从税务的角度，它们还可以采用更

高透明度的方式组建。进一步的信息可以在安永卢森堡出版

的“在卢森堡投资基金-投资指南”中找到。

	III.	中欧市场之间的桥梁：选择卢森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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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拓展欧洲和国际市场的切入点

卢森堡跨境投资基金管理的全球中心，享有长久的声誉。因
此如果一个中国资产管理公司计划开展一项投资基金产品并
跨境行销，如：不仅在欧洲范围内，也可返销亚洲、拉美和
中东，卢森堡可为其分销抱负提供一个理想的平台。

一系列公认的因素使得卢森堡成为市场切入的主要的地区，
这些因素包括：品牌认可度、在跨境行销市场接近75%的占有

率、出色的基金架构和专业条件可创建涵盖所有资产类别及
投资者类型的产品、在跨境领域构建产品及提供深层次的服
务的专业技术、多语种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拥有非常稳定
的经济、政治、监管环境。

举例而言，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如下卢森堡UCITS基金方式拓展
他们的投资者基础：

	III.	中欧市场之间的桥梁：选择卢森堡的理由

UC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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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效的税收制度

卢森堡有效的税收制度的特点：

• 稳定和前后一致的税收法规

• 与全球超过75个国家订立了双边税收协定，这些国家间

的协定旨在避免对同一笔源的收入在两国重复课税的问

题

• 享有所有欧盟法规引申的优点

• 可有效地遣返利润

• 根据参与豁免税收政策，股息和资本收益可以免税

• 对于利息、牌照费用收入、股利等无预扣税（如满足某

些条件）

• 无资本税/印花税

• 由卢森堡服务提供商向集合投资计划基金	(UCI)	提供的

管理服务和行政服务免征增值税或者在征收增值税范围

之外

• 为外籍高技能员工提供特殊税收制度（如满足某些条

件）

	III.	中欧市场之间的桥梁：选择卢森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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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基金结构实例

1.	流入：在中国高效的投资

多种具高务透明度的基金工具可供选
择，以配合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

中国投资者

股权

融资（贷款）

物业公司

卢森堡公司

基金	(卢森堡)

联接工具

没有欧盟国家之间的股息预扣税。
在卢森堡出售的基金股份不用支
付资本收益利得税（在一定规定
下）。

基金结构的可能性（例如，透过联
接工具）

建立利润遣返工具/实体让收益从投
基金之内而无需缴纳预扣税。清算
所得不征收预扣税。

欧洲投资者

基金	(卢森堡)

卢森堡公司	

中国

管理公司

多种具高透明度的基金工具可供选择，以配合不同类型投
资者的需求。

可在结构中插入卢森堡公司(LuxCo)，以分隔不同投资，让
银行可以进行业务分隔。外商投资可考虑以不同类型的实体
体现。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非税收动机考虑。如果
股息支付于卢森堡公司，有可能减少股息的预扣税（在一定
条件下一般为5％）。

可在结构中插入卢森堡公司(LuxCo)，以
分隔不同投资，让银行可以进行业务分
隔。外商投资可考虑以不同类型的实体
体现。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非
税收动机考虑。如果股息支付于卢森堡
公司，	有可能减少股息的预扣税（在一
定条件下一般为5％）。

结构因基金类型而定，例如有/沒有
管理公司的基金。基金的“管理”	
活动可获豁免卢森堡的增值税（在一
定规定下）。

联接工具

欧盟国家之间的股息预扣税基本上
是没有(或是很有限)的。在卢森堡
出售的基金股份不用支付资本利得
税（在一定规定下）。

现金遣返工具/实体允许把收益带回
基金而无需缴纳预扣税。对清算所
得不征收预提税。

基金结构的可能性（例如，透过联
接工具）

2.	流出：中国投资者运用另类资产投资基金结构投资欧洲公司	

	III.	中欧市场之间的桥梁：选择卢森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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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

对于许多资产管理公司及投资者而言，在选择进行境外投资
的所在地时，涵盖面广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是一个很重
要的有利因素。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目的，正如它的字面含
义那样，是避免双重征税、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以及
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税收的确定
性，打击避税、欺骗和逃税以及消除可能出现的歧视性征
税。

在特定条件下，在上述亚洲地区进行投资，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投资回报的税务成本，例如：股息、
利息以及潜在资本利得的预扣税。请注意，相比国内税法而
言，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不产生任何额外税负。因此，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就中国居民投资者的利息收入设定10%的最高预扣

税率，根据卢森堡国内税法对于卢森堡境内对中国居民投资
者的利息支付也将不适用预扣税，并且也不仅是只有卢森堡
的完全应税公司才有资格享受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惠益。
卢森堡正在积极建立与亚洲市场的联系，已经与亚洲各国或
地区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卢森堡拥有广泛的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网络，遍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
大、巴西、大部分欧洲国家、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俄
罗斯以及众多亚洲国家。

对于已经与中国大陆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DTT)	但尚未与
卢森堡签订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澳门，文莱），中国可
以在卢森堡的业务模式中充当一个“门户开启者”。

	III.	中欧市场之间的桥梁：选择卢森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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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卢森堡	-	香港：中国投资者的便捷通道

实务中，中国的资产管理者一般来说并不直接从中国向欧洲
进行投资。他们通常采用“踏脚	石”的方法，中国的资产管
理者通常首先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从而熟悉国际法规和运
营标	准并从中建立他们的专业知识。然后他们利用香港和受
当地监管的实体进一步向亚洲和欧洲	拓展业务。

香港与卢森堡协商订立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汇集两大优惠税
收制度，由此搭建的香港与卢森堡之间的桥梁成为中国投资
进入欧洲的首选渠道。作为中国市场的窗口，香港一直以来
发挥着主导作用。香港作出了很多努力增加与他国的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在2010年，香港仅签署了5项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分别同比利时、中国大陆、卢森堡、越南和泰国）；目
前签署的协议已上升至32项，其中28项是在2015年6月底前
生效。

如果香港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或进行投资，可能面临重大的
税务成本。此类成本通常为利息、股利、特许使用费或资本
利得的预扣税形式。由于香港已经实行优惠的属地税制度，
此类税负通常无法在香港追回，从而进入投资者的最终税务
成本。

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运用卢森堡投资工具可以降低此
类成本。卢森堡与香港之间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使得香港投
资者可以获得灵活而低税的利润和现金回报。

中国和香港基金互认计划

2015年5月22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
督委员会签订《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監管合作備忘錄》
。这份备忘录让中国和香港合资格的基金透过简化的审查手
续，到对方的市场上销售投资基金。计划在2015年7月1日开
始实行，有可能在香港引进约850只中国注册基金，和把100
只香港注册基金引进中国市场。

随着沪港通在2014年11月成功启动及市场的正面反应，基金
互认安排标志着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新里程碑。它为中国
和香港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让他们能够进入优秀
的资本市场。此外，由于预期中港基金互认安排是亚洲区内
同类安排的先例，这个互认安排为亚洲地区发展基金管理标
准奠定新一章。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RQFII和沪港通)，市场预期当
基金互认安排看到成果后，计划会进一步扩大。由于香港零
售基金有机会与中国零售基金一同乘着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
势头，扩展到卢森堡及其它司法管辖地区，基金互认安排被
视为香港踏上成为亚洲基金管理枢纽的第一步。

32 850 100
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签署

引入香港市场的潜力内
地基金

潜在的香港资金引入内
地市场

	III.	中欧市场之间的桥梁：选择卢森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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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欧洲开放式基金分销市场数据(2015)

33%

32%

22%

4%
6%

3%

37%

25%

10%

18%

4%

1% 5%

各种资产级别在欧洲的市场份额
2015年6月以资产管理规模计算的零售和机构投资者界别份额

这地图显示了卢森堡注册的UCITS或者认可的AIF基金可及
之欧洲开放式基金分销市场的状态和过去12个月的展。

在欧洲无论是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都保留大部分的资产
投资于股票和固定收益类资产。

零售(外圈)
59.1亿欧元

机构投资者	(内圈)
19.5亿欧元

股票基金
定息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均衡基金
另类基金
保本基金
其它

当地分销市场年增长

-9% -6% -3% 0 3% 12%6%-12% 9%

圆圈比例

约	5000亿欧元

约2500亿欧元

少于50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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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GFD	代表一系列由EY开发，协助资产管理
公司进行跨境分销和注册UCITS、AIF和其它集
体投资计划	(CIS)的创新服务。服务范围涵盖
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如获得
更多资料，请登入	：ey.com/gfd

资料来源：安永全球基金分销	-	ey.com/g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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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投资概况会基于分销国家的不同而不一样，反映在
税收、当地的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方面的差异。

在整个欧洲市场，卢森堡注册的基金吸引最高的投资者
净流入资金。

欧洲投资者青睐于SSRI风险类别3和4的投资基金。极低
和极高的风险战略并没有吸引显著的投资额。

在直至2015年6月的12个月期间，欧洲投资者保留了他
们于均衡基金的投资策略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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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欧洲分销国家的基金净流量
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除了货币市场基金外不同

注册地的基金的分销地

其它地方注册
爱尔兰注册
卢森堡注册
当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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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综合风险与回报指数(SRRI)级别净流量
截至目前为止今年数据和过去一年数据的分析

€
十
亿

欧洲综合风险与回报指数(SRRI)级别
净流量	07/2014-06/2015	(一年)
净流量	01/2015-06/2015	(本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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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同资产级别的每月净流量
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各资产级别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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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市场的基因
部分欧洲分销市场根据2015年6月个别资产级别的市场分额

股票基金
定息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均衡基金
其它

资料来源：安永全球基金分销	-	ey.com/gfd

由于它们的波动性，货币市场的策略被排除在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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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词汇

A股 由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公司发行的、在境内A股市场上交易的股票。A股以人民币计价，目前，只允许境内机构或个
人以及指定境外机构投资者从事A股交易。

AIFMD 另类资产投资基金管理指引

AuM 资产管理规模

CBRC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SF 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是卢森堡的金融监管当局。

FCP 共同投资基金

DTT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DTT)	免除对一个缔约国的居民在另一个缔约国家所获收入的双重征税。

机构投资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管理大量资金和资产的计划和组织。该术语涵盖信贷机构和其他金融部门专业机构、保险和再保险计划、福利机构
和养老基金、行业和金融集团，以及这些实体设立的、旨在管理大量资金和资产的机构。

MRF 内地与香港互认基金

专业投资者

(Professional 
investor)

«	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	附录II定义范围内的专业投资者。

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MB 人民幣

R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SICAR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en capital à risque (风险资本投资公司) 

SICAV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en capital variable	(开放式投资基金)

SIF 专业化投资基金

SOPARFI 金融控股公司

UCI 集合投资计划

UCITS 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专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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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加入我们的LinkedIn组，以获取我们的专家的最新信息。

跟随我们在Twitter上，以获取我们的最新EY卢森堡新闻

其他最新金融服务提示和刊物可在以下网站下载:

Wechat 
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	“	COIN	”	） 

搜索ID	： 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

EY Luxembourg AIF Club

EY TAX Club (Luxembourg)

EY Private Equity Luxembourg

@EY_Luxembourg

ey.com/lu

ey.com/lu/china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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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联系人

Michael	Ferguson

合伙人兼欧洲中东印度非洲（EMEIA）监管基金负责人

+352	42	124	8714

michael.ferguson@lu.ey.com

Dietmar	Klos

合伙人	税务服务

+352	42	124	7282

dietmar.klos@lu.ey.com

Amanda	Yeung	(杨咏仪)

总监	金融服务	中国业务部(欧洲,中东,印度和非洲

（EMEIA）片区)

+352	42	124	8686

amanda.yeung@lu.ey.com

Rafael	Aguilera

执行总监兼欧洲中东印度非洲（EMEIA）资产管理产品策

略和分销负责人

+352	42	124	8365

Rafael.Aguilera@lu.ey.com

中国的联系人

徐艳	

合伙人兼中国基金负责人

+86	21	2228	2392

joyce.xu@cn.ey.com

汤骏

合伙人

+86	21	2228	3023

gavin.tang@cn.ey.com



卢森堡投资基金协会	(ALFI)

成立于1988年的卢森堡投资基金协会	(ALFI)	是

卢森堡投资基金界的代表性机构。目前，它代表

超过一千家在卢森堡注册的投资基金、资产管理公

司以及各类服务提供商，包括存托银行、基金管理

人、过户代理人、基金发行商、律师事务所、咨询

顾问、税务顾问、审计师和会计师、专业	IT	服务

商以及通信机构。

ALFI 的使命是引领行业将卢森堡打造成最具吸引力

的国际中心。

卢森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ALFI会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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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是全球领先的审计、税务、财务交易和咨询服务机构之一。

我们的深刻洞察和优质服务有助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和经济体建立

信任和信心。我们致力培养杰出领导人才，通过团队协作落实我

们对所有利益关联方的坚定承诺。因此，我们在为员工、客户及

社会各界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的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

安永是指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的全球组织，也可指其一

家或以上的成员机构，各成员机构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是英国一家担保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

服务。如欲进一步了解安永，请浏览ww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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