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服务和结构

商务注册局

ADGM – 世界上最新与创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ADGM”）是位于阿联酋首都的国际金融中
心，已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全面。 开业。它的战略核心是建立长期
伙伴关系及加强本地、区域和国际合作的精神。
金融自由区 ADGM 是一个独立司法管辖区，覆盖整个面积达 114 公顷
（1.14 平方公里）的 Al Maryah 岛，其采用的规章制度与国际最佳实
务保持一致。

阿布扎比 – 阿联酋的经济引擎
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首都和政府所在地，也是七个酋长国中最大的一
个。阿布扎比酋长国的金融业历史悠久、成绩斐然，拥有丰富多元的投
资组合，覆盖各种资产类别、地区和领域。除金融服务外，许多关键领
域的发展也得到积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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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GM 的三个独立机构提供面面俱到的商业环境，使注册公司能满怀信心
地开展和经营业务。
商务注册局负责推广环境、完成公司登记和注册及支持商业社区。金融服
务监管局秉承以风险为基础、以结果为焦点的监管原则，管理岛上的所有
金融服务。ADGM 法院提供基于普通法的立法框架，这使得注册公司能利
用一套业已成熟的判决先例。

医疗保健

金融服务

这一强调“百花齐放”的发展理念为金融和专业服务行业提供了大量
机会，将促进、支持和造福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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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GM – 现代化的商业友好型环境
公司在此只需集中精力
一展所长 – 经商。

在尽职尽责的业务拓展团队背后，有一支公司登记
和注册团队，其负责审查和处理所有申请，以及
一支企业关系团队，其简化所有入境和医疗检测要
求。他们共同确保为在 Al Maryah 岛上工作的所有
客户和专业人士提供一站式服务。

商务注册局提供公司申请和设立服务，引导和支
持公司。它还提供一系列服务，促进市场准入、 为践行其卓越服务承诺，ADGM 还设立了一支客户
成长及打造一个充满活力、持续成功的商业社区。 体验团队，专门倾听组织对申请流程和信息获取的
反馈及任何改进建议。

快速高效的注册流程
透明的定价机制 –
无隐藏费用
全数字化申请流程

所有服务均由内部员工亲力亲为

欢迎所有人并一视同仁

ADGM 的优点
法律和监管
• 公司享有阿联酋注册公司身份
• 允许 100% 外资控股
• 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 同类最佳独立监管框架
• 提供各种法律结构

税收环境
• 零税收
• 无预扣税
• 不限制将利润汇回本国
•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数量越来越多
（68 项已生效，另外 26 项正在制定中）

运营
• 高效的数字流程和程序
• 提供签证和政府服务支持
• 众多业务娴熟的专业人士

基础设施
• A 级写字楼和现代基础 设施
• 拥有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通达全球
• 首屈一指的酒店、医疗保健和生活方式设施

首次
中东
英格兰及威尔士民商事普通法
直接适用

在 ADGM 运营
支持通过全数字化注册流程申请和
成立公司。

提供工作许可和签证协助，保证一流
办公空间和其他政府服务。

阿布扎比贯通东西
兼容并蓄
在过去四十年，阿布扎比已从一片黄沙发展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中
心，郁郁葱葱的住宅社区林立。阿布扎比孕育了许多才华横溢、业务娴
熟的专业人士，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大都市，这里有令人叹服的建
筑，是全球绿色倡议的前线，并正在为下一代转型规划筹谋。阿布扎比
是一个适合家庭生活的环境，有杰出的学校、医疗保健、休闲和酒店设
施，以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和盛会。

阿布扎比为其公民和居民提供品味不凡的生活方式和优质
生活，使之成为家庭、专业人士、机构和商旅人士心中的
全球一流目的地之一。

通过举办活动和发起倡议，
促进商界内的交流和学习。

ADGM 中的非金融服务和活动

专业和商业服务

企业结构和解决方案

法律

特殊目的载体

会计

控股公司

咨询

LLP

人力资源

LP

信息技术

GP

培训提供商
• 挖掘当地和区域商机
• 进入有咨询和商业支持需求的
商业生态系统
• ADGM 提供支持服务，促进市场准入

• 广泛的法律结构，
提供简单的结构灵活性
• 方便的在线注册流程和持续
报告要求
• 收费结构透明且富有竞争力
• 全面的所有权结构，包括 100% 外资控股
和对半持股合资企业

家族理财室和高净值人群
解决方案

企业和管理职能

单一家族理财室

公司总部

企业结构

财务部门

管理部门

管理办公室

•
•
•
•

•
•
•
•
•

长期家族规划和继承安排工具
传统和伊斯兰视角解决方案
省税的财富规划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顾问
和金融服务提供商群体，能满足各种家族财富要求

零税收
不限制利润汇出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数量越来越多
国际法律平台
法院人才济济，有来自
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著名法官
• 享受优质金融和专业服务提供商的服务

聚焦：ADGM 法律结构
我们拥有一系列法律结构，可用来持有、投资、获得及管理资产和运营。下文着重介
绍了两类 ADGM 法律结构。

控股公司

特殊目的载体 (SPV)

ADGM 控股公司通常是以私人有限公司 (Ltd)
存在的母公司。其可以拥有其他公司（子公
司）、财产（如房地产）、专利、商标、股
票及其他资产，不论它们位于何处。

在设计 SPV 模型时，ADGM 借鉴国际上的最
佳结构，进而提供许多不同工具，用以实现狭
窄、具体或临时企业目标。ADGM SPV 提供富
有竞争力的收费制度，并致力于提升速度和流
程简便性。
除常规 SPV 外，ADGM 还推出全新限定范围
公司结构。
限定范围公司 (RSC)
ADGM RSC（通常为私人有限公司）只需遵守
少量公开披露要求。RSC 对单一家族理财室或
为持有投资或资产而设立的 SPV 尤其有用。

ADGM SPV 的主要特征和优点：
•
•
•
•
•
•
•

不限制拥有人的国籍
不限制股东数量
允许 1 名股东和 1 名董事
允许法人董事
无秘书要求
无最低股本要求
各种不同类别的股票

Al Maryah 岛，阿布扎比
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ADGM 司法管辖区
的边界

Al Maryah 岛是世界上最新与创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和生活社区，也是阿联酋首都
阿布扎比中心的城市枢纽。

Al Maryah 岛面积 114 公顷（1.14 平方公里），由穆巴达拉发展公司拥有、
开发及出租，该岛位于艾尔里姆岛与萨蒂亚特岛正中间，一边是阿布扎比现
有市中心区，一边是新文化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连通性无与伦比。
该岛的一期开发已竣工，其中包括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广场和 4 栋 A 级
写字楼、 阿尔希拉尔银行商业大厦、阿布扎比克利夫兰医院、The Galleria
购物中心、5 星级阿布扎比瑰丽酒店和公寓及阿布扎比四季酒店。

ADGM 机构
办公大楼

3

1

耗资 10 亿美元的 Al Maryah Central 购物中心将于 2018 年竣工，该综合性
开发项目面积达 310 万平方英尺，包括一个标志性区域购物中心，闻名遐
迩的梅西百货将在此设立其首家海外店，另一全球百货巨头布鲁明戴尔也将
入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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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Galleria 购物中心

114 公顷

Al Maryah 岛

2 阿布扎比克利夫兰医院

萨蒂亚特岛

3 阿布扎比四季酒店

振奋人心的综合性开发项目

4 阿布扎比瑰丽酒店
和公寓

穆巴达拉
开发一流的办公空间、零售和休闲设施

5 阿尔希拉尔大厦

阿布扎比岛

6 Al Maryah Central
购物中心

地处中心位置
阿布扎比

Al Maryah 岛天际线

业务拓展团队乐意提供更多信息，并详细探讨您的业务需求和顾虑。我们将竭力帮助您做出明智决定，推动您在
阿布扎比和阿联酋实现业务增长雄心。

商务注册局的业务拓展团队将提供更多信息，并详细
探讨您的业务需求和顾虑。我们将竭力帮助您做出明
智决定，推动您实现业务增长雄心。

联系我们
ra@adgm.com
+971 2 333 8888
www.adgm.com

2017 年 3 月

需要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