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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 ( Trust ) 作为自成一体的法律概念，形成于中世纪的英格
兰。简要来说，信托是财产委托人 (Settlor)，受托人 (Trustee)和
受益人 (Beneficiary)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一般来说，委托人通
过法律文书，和受托人建立信托关系- 在法律文书中，委托人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结合建立信托的目的，量身定做信托条款，从
而达到保护资产和其受益人的目的。信托关系的形成则赋役受托
人根据信托条款，守护并完全为了受益人权益行事的责任。 单从
司法角度而言，委托人放在信托的资产就不再是委托人的个人财
产，而是信托财产，以此达到隔离保护资产的目的，而受益人在
信托财产中依旧持有受益权。

在中国国内，高净值人士已经渐渐发现了信托的种种优势。根据
香港明报报道，截至与2018年11月，内地民企股东成立或将股
份转移往离岸信托的个案至少有11宗，涉及股份市值接近1700
亿元。其中不乏小米创办人兼主席雷军的海外家族信托，管理市
值逾400亿元的小米股份。同时，周黑鸭的主要股东也透过在海
外成立的信托和受托人公司，持有上市公司控股权，实现财富的
隔离。

由此可见，信托， 特别是海外信托，已经成为中国高净值人士走
向国际大舞台的标配，是什么让海外信托如此受到青睐？我们将
为您揭晓。

与世面上的投资理财型信托产品不同，海外信托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保障私密性的同时，具有非常强的资产隔离和传承的功能。简
而言之， 家族海外信托是能满足高净资人士财富多元化、遗产规
划、税务策划、婚姻财富管理、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和慈善事业
等各种需求的重要工具。等各种需求的重要工具。何为信托？

何为信托？





库克群岛是国际公认的资产保护信托的先驱。

库克群岛坐落于南太平洋的中，由15座⻛景秀丽的岛屿组成。本地通
⽤货币为新西兰币。库克群岛的政治系统传承了英国威斯敏斯特式的
议院制度，国家由⾸相领导，并承认英国女皇为国家元⾸。库克群岛
的离岸信托，公司和各式组合产品提供一流的资产保护和财富传承筹
划，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司法管辖区之一。

库克群岛





1、财产保全功能

设想一个企业家在鼎盛时期设立合乎法规的海外信托，在公司运
转良好时将部分个人资产转入海外信托进行理财。如果经济动荡
时企业破产，公司被追偿债务，这时，曾经放入信托的资产是很
难被追偿的。因为经过正确操作的信托财产将不属于委托人个人
财产，且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时没有不良企图，这样的信托财产将
受到海外法律保护，委托人或其生意上的变故，非常难影响到信
托财产的存在。如果企业家没有将家族的私人财富与企业财产进
行有效隔离，当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时，企业债务会对企业家的私
人财富构成巨大威胁。 

可行案例：化工集团总裁李先生，育有一女，在美国读高中，每
年花销约30万美金。李先生的企业准备做大并在3-5年内上市。然
而市场不稳定，企业经营⻛险大，李先生担心会有⻛险影响家庭
正常生活，拟为家人搭设最后的防火墙。李先生为家人在美国设
立了不可撤销的家庭信托，并由受托人代持一部分财产，达到其

2、⼦⼥婚姻避险功能 

⻛险规避的目的同时，也为女儿学业提供保障。 在生活中，因

为婚姻不和谐，个人财富和公司受到损失的报道案例已经数不胜
数，其中新闻⼴泛报道的默多克的离婚分⼿费和⼟⾖⽹创始人因
婚变导致上市推迟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高资产、高净值客⼾来说，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家庭
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婚姻和个人资产的直接联系。家族信托不仅⽐
较彻底实现了资产转移和隔离，也避免了签订婚前财产协议的囧
境，可谓一举两得。⽤信托管理财产也可以防⽌因婚变导致家族财
富大幅缩⽔，甚至影响对企业的经营和控制权的情况发生。

可行案例：一位⼭西做煤炭生意的⽼板有着自己的困扰，他同样
做家族煤矿生意的儿子其貌不扬，身边却不乏投怀送抱的明星模
特，他既怀疑这些人的“目的性”，担心财富旁落他人，⼜担心
如果进行婚前协议，令对⽅“知难而退”，影响到儿子的婚姻大
事。相对于外界更为熟悉的婚前协议，家族信托则呈现出不可替
代的优势。最明显的就是前者必须公开进行，征得双⽅同意⽅可
签署，而后者委托人单独设立即可成行。通过建立一个受益人中
不包括配偶的家庭信托，提前将家庭财产分割出去，您可以在保
证您想要的受益人得到财产受益权的同时，避免在夫妻感情破裂
时被迫分割财产。更为重要的，信托对于财产的保护更来自于对
婚后债务问题的规避。简单来说，如果夫妻一⽅发生债务黑洞，
那么婚内财产就很难置身事外，而在信托的保护之下，则可以免
除这⽅面的后顾之忧。 家族财富和传承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



总结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平均年龄65岁）经过了快速的财富创造期，
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随着他们逐渐步入退休年龄，子女成年，家
族企业和财富的传承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

而新一代企业家，在政策波动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 也
在讨论着如何规避⻛险，实现财富的累积。

3、财产延续性管理

题，尤其在中国，企业家通过⾟苦打拼下来的产业帝国和点滴积
累的家族财富很难逃过“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反观众多欧美大
型家族，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尔盖茨家族，
都通过家族信托这种财富传承工具成就了基业⻓青。

追求财富永续的家族往往面临着“穷儿子”或“穷孙子”的问
题。年轻一代在没有生活经历的时候接触过多财富，可能并不是
一件好事。借⼒家族信托的财富运营和管理功能，富豪们可以通
过信托选择多样化的财产延续⽅式，在不同阶段通过信托给子女
财产⽀持，从而避免孩子们沾染赌博等恶习而挥霍家产的情况，
真正实现财富世代传承的目标。

可行案例：郑先生出身农村，经历过改⾰开放，⽩⼿起家的他，
深深明⽩金钱对于一个人的腐蚀性。郑先生不想一次给身在海外
的儿子太多的资产，让儿子不劳而获，⼜需要转移一部分资产去
国外，⽅便儿子生活。

对于郑先生来说，他想实现财富的可持续性，最理想的是进行有
计划的，逐步地财富传承。通过信托，郑先生可以在海外放置资
产，也可通过信托约束儿子。信托受托人可以根据信托条约在不
同时期从信托财富中给郑先生的儿子⽀持，⽐如儿子上大学时候
给多少，儿子30岁想要创业时候给多少种种。这样对于儿子，他
不能坐吃⼭空，还需要为自己的事业作出努⼒。

4、复杂的财富继承  
(Complex succession planning)

通常，复杂的财富传承采取的⽅式是立“遗嘱”，但是遗嘱继
承流程繁琐，且持续性不强，不符合企业和财富多元化的传承需
求。而信托能够持续更⻓时间，通过信托条约，委托人可以相对
直接地达成目标，能较好地应对复杂家庭因素，也更适应企业需
求和海外法规。

遗嘱继承也存在其它⻛险。 不管国内外，遗嘱继承具有众多不确
定因素，⽐如开证明材料难、查明遗产难、遗产价值难以确定、
遗产分割难以达成一致、难以保护隐私等⽅面，以上因素都有可
能影响财富的顺利传递。在失去亲人的悲伤时刻，后人最不需要
的或许就是复杂的遗嘱继承⼿续和律师的费⽤了。

家族信托提供给了高净资人士除遗嘱认证以外一种有效及灵活的
财富继承选择。信托财产不算为遗产，不缴纳遗产税。 即便在海
外，信托也是受法律认可的，国内的富豪们可根据信托条款实现
海外财富的无缝传承。即便子孙后代移居世界各地，也可以享受
到信托留下的永恒的财富。

随着高净值客户的生活日趋国际化，投资日趋国际化，越来越多
的高净值人士选择信托作为自己在全球置业，在国际舞台上保驾
护航的资产管理设备。

与其他传统财富保护与传承的工具相⽐，信托作为有着悠久历史
的法律⼿段，能提供最全面，最彻底的保护。 它能够帮助中国的
高净值客户真正实现对自有合法财产的终级保护和规划。对于高
净值人士来说，未雨绸缪、早做规划，才是第一选择。



库克群岛离岸产品

 离岸信托

从1984年库克群岛议院第一次通过国际信托法案以来，库克群岛
的信托保护法律，经过多次修改，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完善的
国际信托保护法管。

库克群岛的信托享有以下独特的优势：

风险隔离 (Risk quarantine) 

库克群岛的信托法针对资产保护设立了重重关卡。⾸先库克群岛
法院不承认海外求偿的判决，任何求偿官司必须在库克法庭法院
开始。其次，法案对针对信托资产的诉讼施行了强制时间限制- 一
般情况下，诉求人无法追诉诉因形成两年后设置的信托，诉因形
成前建立的信托更是无法追诉。如果委托人在诉因形成两年内设
置了信托，追诉人则需要在信托成立内一年追诉，否则将不被受
理。 当委托人收到其所在地法庭威胁或者当局威胁下， 受托人作
为资产守护者，也有权根据信托条款和库克群岛信托法，拒绝⽀
出信托资产，直到⻛头过去。

这样的机制能够有效隔离离岸信托里的资产不受债权人包括其他
家庭成员对财产的追索和分割威胁 。 有专业准备的信托，您不必
担心由于生意失败或婚姻挫折，导致财产损失的发生了。

管理权 (Settlor’s control)

于其他英联邦国家不同的是，库克群岛信托允许委托人在保留一
定的管理权同时，也能享受到信托的⻛险隔离优势。 

当您委托资产给信托后， 您还可以通过各种⽅法对信托资产的实
施运⽤。通过信托注册一个库克群岛或尼维斯的海外公司，你可
以被指派为公司管理人，或您可以指派一个您信任的投资经理作
为公司管理者，从而对资产实施操控。

⽤信托持有有限责任公司的做法在英美国家已经很普遍。美国的
企业巨头尤其喜欢⽤信托持有的海外公司，作为最终股权持有公
司来在自己的产业中持股，进行资产分阶和管理。 还有一些富豪
选择⽤基金会和基金会下能受益的信托来管理自己的资产，从而
获得更大的资产运⽤的灵活性和双层保护。

 隐私 (Privacy)

不管是信托还是海外公司，当地法律严格保护您的隐私，您的身
份和身后财产明细绝不会公诸于众，有利于家产信息的保密并最
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资产不受外界的影响。在库克群岛，除了在
法律或条约允许的情况下，委托人公司和其他个人泄露信托信息
是违法行为，会受到制裁。

或许您已经发现，相对于开曼群岛或维京群岛，库克群岛信托并
不⼴为人知。也许这就是欧美高净资人士青睐库克群岛的一个原
因-它是一个管理完善，与世无争的财富保护地。

 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

 信托条款可以根据信托目的来酌情撰写。您大可将您的需要写在
信托创立文件中，还可以指派信托保护人或管理人。您可以在设
立信托时规定女儿结婚时信托给出一笔资金，或儿子成年时信托
给与⽀持，受托人（或管理人）都会根据信托文件为受益人保护
信托资产，并在适当时候根据信托条款进行分配，从而防⽌资产
因后人的挥霍等不可控制的原因从而损失。  信托还可以赋予受托
人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参考您的意见在需要时为了受益人的利益
酌情使⽤信托财富。

 持续性（Continuity）

库克群岛信托法废除了一般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有的时间限制。在
库克群岛，离岸信托可以永久性的持续下去，让您可以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的王朝。

各种税收利好（Tax benefits）

 针对离岸信托，库克群岛政府发行了各项税收利好政策，包括信
托财产免受印花税，遗产税和增值税等。然而我们需要提醒您，
根据各地法规不同，受益人可能需要为其从信托中得到的⽀付缴
税。我们不能提供关于税务的意见，有需要的话请您需要咨询您
当地的注册会计。







案例规划 (Case studies)

王先生在国内做地产投资多年，在多个银行有无限连带个人还款
义务。国内经济局势瞬息万变，王先生打算未雨绸缪，提前隔离
一部分资产在海外，以免公司不顺利连带到自己的生活。王先
生通过专业受托人公司，设立库克群岛信托，自己和家人作为受
益人，托管一部分财产给信托，并制定一名信任的理财经理当信
托保护人。只要王先生当时转移的财产没有在国内被判决，以后
就算国内公司遭受损失，转移到海外信托的财产不在可追讨范围
内，库克群岛法庭不承认海外判决，国内追讨人鞭⻓莫及。要追
讨信托财产的话国内追讨人要前往库克群岛进行诉讼，难度和开
销极大。 即使诉讼发生，诉讼程序也将是保密的，不会影响个人
声誉。就这样，王先生和家人的财富得到了信托的保护，保证生
活品质不受公司成败影响。

李女士的子女均在澳大利亚读书，子女年级较小，不懂理财。李
女士担心子女挥霍，在国外学坏，就设立了以教育为目的的海外
信托，子女作为信托受益人，而自己则设立一个海外公司，把海
外公司的股份转入信托， 使其变为信托财产。李女士同时也⽤
这家海外公司作为自己在国内公司的持股公司，并自己当海外持
股公司的经理管理财产，进行各种投资，同时，信托受托人根据
信托合约并参考李女士的意见，在合适的时候（⽐如子女进入大
学，进行海外交换生等）给以资金⽀持。李女士在隔离了生意⻛
险的同时，也保证了子女的教育。



成功典型

美国案例Branch Banking & Trust Co. V Hamilton Greens  
(俗称“Bellinger”案)是库克岛群信托对资产保护的有效性的最
佳体现。

贝林格先生得知自己的公司可能将不能偿还贷款，这些贷款他提
供了个人担保。为了自己的退休后的生活，贝林格先生及时创立
了库克群岛信托并转移了约170万美元。

果不其然，贝林格先生的公司债务违约后，债权人控诉了他并试
图得到信托资产。根据库克群岛法律，债权人来到库克群岛进行
诉讼。

结果法院决定资产转移到信托是合法并不可撤销的。其中的法律

原因可概括如下：

•  债权人必须证明设立信托并转移资产的目的是由欺诈性的，且
欺诈的目的必须是该特定债权人

•  根据库克群岛法律，债权人需要达到的求证标准是“无可置疑
的”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这是英美法系求证的
最高标准，一般只⽤于刑事犯罪的求证中。

•  法院发现贝林格先生在设立信托时的主要动机还包括为退休
目保存资产。贝林格先生表示他担心美国高昂的利息和各项费
⽤，如医疗费，可能会影响他的退休生活。此外，贝林格先生
当时在转移资产给信托后是有正资产的。

最后，债权人无法无可置疑地证明贝林格先生在向库克群岛信托
转移资产时就打算妨碍债权人获得其财产的权利。贝林格先生成
功有效和合法地保护他的170万美元资产。





有限责任公司(LLC)

 库克群岛除了信托外，还提供一系列各有特点的离岸结构。

随着离岸市场对灵活的离岸公司结构的需求增⻓，库克群岛在通
过了有限责任公司法案。



结构: 

•  持股人-

•  允许单一持股人 
•  来自任何地区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持股人

•  经理

•  公司通过经理进行管理
•  持股人可指定经理
•  经理不必须在公司持有股份或权利-任何人可以作为经理对

公司实施控制

公司的运营由运营合约(Operating Agreement)为基础，运营
合约中可以撰写公司的规章制度，只要合乎法律要求，任何公司
运营的规矩和条件都可以写进去。

隐私性

隐私⽅面，公司的持股人和经理信息在库克群岛不被披露，您的
信息只有注册中介（即我们）会知道。公司运营⽅面只需要保持
一定的会计资料放在库克群岛注册中介处。

海外判决

针对持股人股权的海外求偿判决不会被库克群岛法庭承认或执行
（除非库克群岛法律一致）。

债权人在库克法庭最多可以得到对持股人股权的charging order. 
得到charging order的债权人不能：

•  干预经理对公司的管理，包括出售其资产
•  清算或扣押公司的资产
•  限制公司业务
•  解散或造成公司解散

成立公司的时间

在我们完成客户背景调查并收到全部需要的文件的情况下，您的
公司在24小时内可以建立好。





国际商业公司

结构：

•  持股人

•  国际商业公司只需要一个持股人
•  公司可以向任何国家的任何个人或公司发股份。对注册资金

没有要求并股份不必有面额

•  公司理事

•  国际商业公司需要理事一名，不必是库克群岛居民

•  秘书

•  您需要任命一名在库克群岛当地持牌信托公司任职的员工为
当地居民秘书

•  地址

•  公司注册地址需要在库克群岛，且必须是有资质的委托人公
司的办公地址。

隐私性

同样，国际商业公司提供隐私性。国际商业公司只需要保存一定的
合理准确的会计记录，这些记录保存在库克群岛并不对外公开。

只有公司内部人员和得到公司同意的人员能查看和检查公司记录。

成立公司的时间

在我们完成客户背景调查并收到全部需要的文件的情况下，您的公
司在24小时内可以建立好。



库克群岛基金会（Foundation）

 结构

基金会和公司一样是独立的法律人，可以单独作为法律个体进行
投资理财或进入合同。

基金会的设立没有最低资金要求，但是基金会创立人必须给资金
注入资产。非创立人的第三⽅也可以给基金会注入资产，注资的
第三⽅不会被自动认定为创立人。

与信托不同的是，基金会不一定要有受益人。可是，基金会必须有
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慈善目的也可以是非慈善目的。该目的
可以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服务或为了一个特别指定的目的。 

基金会的行动有基金会宪章中写明的基金会目的决定。基金会可
以根据宪章中的目的进行商业活动。

Southpac Group可以作为基金会的注册中介会提供给基金会在
库克群岛的注册地址， 并保管以下文件：

•  基金会宪章-其中包括基金会管理的规则和目的
•  基金会管理人和其他参与者的信息
•  批准基金会会理事会成员行使权⼒的书面协议
•  基金会财务信息

与信托保护人相似，基金会可以指派执行者（enforcer）来确保
基金会管理层依照基金会目的行事。

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是对基金会本身，并不是对基金会受益人，
这点是与信托不同的。 基金会受益人在法律上对基金会财产没有
权利。基金会财产，就像公司财产一样，是由基金会作为法律人
持有。

库克群岛的基金会在没有破产或被清算或被诉讼的前提下，可随
时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同样的，其他地区的基金会也可以在库克
群岛注册成为库克群岛基金会。

 优势

基金会结合了公司和信托的优势，可以作为商业目的的工具， 
同时为个人目的保驾护航。

库克群岛基金会法律同样包含了资产保护的条款，例如：

•  不承认海外判决
•  不受海外继承法影响- 基金会的设立不会因为违反海外继承法

被当地法院取消
•  债权人需要证明基金会创立人创立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欺骗债

权人，或基金会创立前创立人已经资不抵债-同时债权人需要
在基金会创立两年内追讨

•  基金会在库克群岛不再征收增值税，印花税，赠与税等各项
税收

基金会建立时间

基金会建立⽐较复杂，具体时间要根据文件提供的完整程度和客
户背景而定。

在各项文件齐全并通过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基金会可以在三到五
个工作日内注册完成。

基金会可以说是信托和公司的结合-它的构造与公司相似，可管理和运作更像信托。基金会给想要拥有财富管理和⻛险隔离的产品， 
但⼜不熟悉信托的客户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Southpac创立于1982年，是一间专业的离岸信托受托人服务公司，在北美市场已经享有一定声誉。 Southpac在新西兰，尼维斯和 
库克群岛均设有办公室，并在以上三地均持有注册受托人资质。

Southpac信托专注于服务委托人，在最大程度保护客户隐私和满足客户需求的 同时，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和 服务。

Southpac的团队由专业人员构成，其中不乏注册会计和新西兰本地律师，能够为您的信托提供专业高效的受托人服务。 

关于我们

Tarita Hutchinson

常务经理 注册会计师 工商管
理硕士 国际关系硕士 

Vibha Vallabh

法务总顾问   工商金融硕
士，法学士，文学士，新西
兰高等法院执业律师，英格
兰和威尔士法院注册律师 
STEP会员

David Steens

经理 商学士 注册会计师 

Yuwen An

 法务顾问  法学士 新西兰高
等法院执业律师 

Tarita曾在国际四大会计所之一的会计所任职，有着多年会计经
验，曾服务于大型基建提供商并曾任职国际金融顾问。Tarita⽤
她的多年的国际经验和能⼒持续确保Southpac Trust为遍布全球
的客户提供卓越的国际化产品和服务。

Vibha有着在新西兰，英格兰和瑞士等横跨多个司法区域的⼴泛
法律工作经验。 她在私人律师所和公司法务⽅面都有工作经历，
也与私人银行和各地财富管理律师有着多年交道。她在财富管理
领域多年的经验使得她在帮助高净值客户设计并实施跨国境的财
富管理计划时有着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David在金融服务领域有着超过25年的经验。David带给
Southpac有效处理最复杂的资产保护策略所需的知识和经验。 
David在接管和清算，商业管理⽅面的使得他成为领导Southpac 
Trust的战略⽅向的绝佳人选。

育文来自中国，有着新加坡和新西兰两地的教育背景。作为新西
兰执业律师，育文曾在律师所任职，就新西兰房产和移民⽅面为
客户提供服务。育文能够讲流利的普通话，可以⽤中文回答您的
咨询



信托问答 (Q &A)
问：办理离岸信托需要注意的事项及风险是什么呢？

答：在办理离岸信托时，应注意：多咨询律师关于离岸信托中财
富和继承的相关问题，确认离岸信托条款中的每项条款都没有错
误；慎重选择离岸信托国家，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托法律
规定都不相同，因此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信托国家；关于资产
控制权的问题，应向专业人士寻求专业建议，避免自己掌握太多
控制权而失去了信托设立的意义和目的，了解实时政策，针对已
经于世界多国之间开始实施的CRS，对于如何隐蔽资产的旧有思
维必须舍弃，而是如何在资产信息已经无所遁逃的情况下保护资
产及在合法情况下作最佳的税务规划。

综上所述，离岸信托作为一项对财富规划的重要措施，被越来越
多的富商所接受，解决了财产传承、债务纠纷、家庭遗产纷争等
诸多困惑。在将来，离岸信托将继续为富人们的财产保驾护航，
使其不必担心财产的管控，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问：请介绍一下库克群岛在资产保护和 财富管理方面的各种法
律、法规和条例的发 展历史。最新发展是什么呢？

答： 库克群岛于20 世纪80 年代第一 次确立了自己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的地位，当 时它制定了国际公司法，这对新西兰和澳大 利亚
的公司是很有吸引⼒的。不久之后，该 地区颁布了国际信托法、
国际合伙制法、国际保险法和离岸银行法。客户市场和需求的 变
化导致众多的立法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 在国际信托法中加入了
保护功能。这为库克 群岛开辟了新的客户市场，并且巩固了其
作 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库克群岛能够快 速地响应客户的
需求，并且利⽤专业知识 来帮助客户处理复杂且仅有细微差别的
各 式问题。 　根据2018年亚太地 区相互评估报告，库克群岛的
AML金融监管体系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一。这意味着库克群岛⽐ 香
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许多其 他国家拥有更好的系统。
这样领先的监管地位让库克群岛能够很好地迎接任何 未来可能施
加的监管标准，不会在未来被OECD列在黑名单从而造成库克群
岛客户生意上的不便。 　

除了行业监管以外，库克群岛正在寻求 客户群的多样化。要实
现这一目标，必须能 够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库克群岛于 
2008 年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法，旨在满足 现有客户的需求，并
且逐年实现了强劲的 增⻓。 　　

2012 年6 月，库克群岛颁布了基金会会 法，旨在满足来自亚洲
和民法司法管辖区的 需求。基金会会给客户提供了信托以外的一
种选择，它对那些不太熟悉信托概念的客户来 说拥有极大的吸引
⼒。该法案同样包括了国 际信托法中的资产保护功能。 





我们的团队有着法律 和金融⽅面的背景，并⻓期致⼒于为客户定制海外构架
和海外资产配置及理财⽅案。 我们和美国和欧洲等地的银行和资产保护律师
所也有着⻓期合作关系，为您在世界各地的财富提供管家式服务。 

我们期待与您合作

联系我们 

安育文

 新西兰执业律师， 法学士

邮件: syuwenan@southpac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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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命 

Southpac集团注重传统价值观，以建立健康的客户关系为宗旨， 立足于
细节，从而确保始终满足客户的期望。

公司独立性 

作为一家独立受托人公司，我们的法律和金融领域专家团队得以确保服务

的灵活性， 能够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对服务进行建模。

我们的服务

我们自豪于提供全⽅位多元化的系列服务，并保障客户的隐私和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