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咨询服务
量身打造专属方案

值得信赖的基金咨询机构

要密切关注监管变化，还应在诸多监管要求相

•

我们充分把握市场最新动态，同时具备丰

互冲突的情况下深入解析复杂新规，把握工作

富的行业经验，可在全球提供卓越的德勤

欧洲基金与资产管理协会（EFAMA）表示，欧

重点。此外，监管及法规遵循对基金顺利运作

基金咨询服务。我们采用跨领域合作服务

洲投资基金行业规模于2017年底达到空前水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推动管理资产额不断增

模式，组建跨部门行业团队，推进管理咨

平，管理资产额首次突破15万亿欧元。在动荡

长则需要专业咨询机构的支持，以借助其深厚

询、财务与企业、监管风险咨询、税务及

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欧

的行业及市场专业知识应对挑战，优化投资。

审计专家开展通力协作，为客户提供切实

洲地区监管制度的贯彻实施重振了投资者的信
心。

我们的基金咨询业务

•

有效的基金咨询服务
我们的本地服务团队汇聚了一批拥有国际
投资管理及资产服务行业咨询专精和运营

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和另类投资基金日益

作为德勤投资管理行业服务线及风险咨询服务

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能够充分了解基金

受到投资者追捧，其主要原因包括：可转让集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基金咨询服务团队

经理人和投资者面临的所有实际问题

合投资计划和另类投资基金本身接受监管，提

第一时间分享相关信息及最佳实务，并确保客

高了投资者保护力度及透明度；投资基金结构

户及时了解影响其业务的国内外最新监管动态。

较为灵活，可采用不同法律形式，呈现不同股
份类别特征；可综合采取多种策略，同时能够
根据具体专业要求以及较高的单个投资者最低

我们的方法

•

我们组建了跨领域专家团队，旨在为客户

投资额要求制定投资策略。投资基金需满足一

提供跨区域的咨询洞察和解决方案，积极

定的监管和结构要求，并呈现不同特征。投资

协助客户解决需求，实现投资目标，顺应

者将其视为可靠的融资途径，根据自身战略和

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

项目融资需求选择投资基金。

•

德勤积极参与推动多个领域的监管新规、
业务实践及行业格局发展。作为各大主要

作为投资管理行业领先服务机构，德勤塞浦路

行业或监管工作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我

斯拥有全球资源支持以及强大的业务能力，同

们能够率先了解最新发展动态。与我们保

时配备国际市场和行业经验丰富的本土专家团

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客户能够及时获得信息

队。

并预测未来趋势

凭借以上优势，我们深谙投资管理行业的经营
之道，且深入了解行业参与主体的具体需求。
投资经理人将继续应对复杂多变的业务市场环
境以及日新月异的全球行业格局，而全球对透

我们的目标

•
•

成为行业领先服务机构，为国内外客户提
供优质可靠的基金咨询服务
根据不同客户的具体需求和目标，为客户

明度及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监管和需求已经成为

持续制定全面、优质、增值、创新的专属

关注焦点。无论是私募股权、对冲基金或者共

解决方案

同基金，德勤基金咨询服务均能助力客户迎接

•

成为助推塞浦路斯及其他地区基金行业成
长与发展的先驱机构

挑战并充分把握机遇。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全新的洞察视角，我们能够协助客户解决当前
业内各种运营、技术和监管问题。

我们的主要优势

•

凭借对本土市场的深入了解，并结合德勤

投资管理行业目前面临一波前所未有的监管变

全球网络丰富的跨境服务经验，我们能够

化，基金经理人及其董事会需解决的问题大幅

提供行之有效的深度咨询服务，助力客户

增多。因此，为解决这些问题和需求，不仅需

顺利应对全球基金行业的复杂环境

我们的客户

我们服务的客户包括投资基金、金融机构、公
司、企业家以及金融领域其他专业人士及投资
者。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投资基金行业的众多
国际基金发起人以及服务机构广泛开展合作。

我们的服务

随着《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指令》于2016
年纳入国家法律体系，《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
指令》分别于2013年与2014年纳入《另类投
资基金管理人法》和《另类投资基金法》，塞
浦路斯得以充分利用欧洲统一的可转让证券集
合投资计划、另类投资基金及其经理人（可转
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管理公司和另类投资基金

机构设立与牌照服务

《巴塞尔协议III》、反洗钱、风险管理等）

管理人）框架。塞浦路斯推行税收优惠政策，

为客户制定整体解决方案，助其向塞浦路

知识培训

共有超过62项双重税收协定。同时，该国在相

斯证监会申请和/或注册登记机构牌照，包

关机构的设立及运营成本方面极具竞争优势。

括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另类投资基金/

因此，随着前述法律框架的不断发展更新，塞

保留型另类投资基金/另类投资基金经理人/

浦路斯逐渐成为许多欧洲基金的理想之选。

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管理公司牌照。

基于丰富成熟的行业专精，德勤塞浦路斯基
金咨询服务能够协助客户顺利应对当前挑战，
并为未来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的服务包含：

我们的服务涵盖
•
•
•

基金咨询服务

•

全面了解客户需求及整体目标（包括投资
策略），并就潜在解决方案、结构、地区

•

•

编制或审阅申请文件并提交至塞浦路

法》/《通用报告准则》、《欧洲市场

金招募说明书”）与关键投资者信息文

基础设施监管规则》、风险报告）

件/关键投资者文件

•

监督监管事宜

编制或审阅内部运营规程、风险管理

监会要求的相关政策
与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
为指定托管机构、基金管理人和法律

人/ 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管理公司提

顾问提供支持服务，包括起草或审阅

供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另类投资基

委托协议

金、另类投资基金经理人、欧盟金融工具
持续支持与外包服务

•

管理服务（根据《另类投资基金管理

协助起草或审阅私募发行备忘录（“基

体制对客户产生的影响提供咨询服务

•

会计核算与薪酬服务

估值、退税、报税、《海外账户纳税

划、组织架构图以及符合塞浦路斯证

管法规差异分析服务

•

外部审计与法定报表编制

织大纲与章程/通用条例以及合伙协议

理人/ 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管理公司

市场法规以及零售及保险投资产品组合监

•

内部审计（含内部审计手册及时间安排）

情况说明书、关键投资者信息文件、

程、业务连续性及灾难恢复、业务计

•

•

接税与间接税服务

协助起草或审阅宪章性文件，包括组

金/保留型另类投资基金/另类投资基金经

/保留型另类投资基金/另类投资基金经理

•

税务合规及税务架构咨询服务——直

人指令》编制报告、基金年报、基金

政策与流程、投诉流程、利益冲突流

•

•

公司业绩及技术解决方案

斯证监会

以及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另类投资基

为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另类投资基金

•

持续支持法律事项合规及风险管理
各类监管法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

其他服务

•
•
•
•
•

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人迁册
基金上市
协助从欧盟内部获取塞浦路斯基金管
理牌照
基金重组
协助开展办公室选址和人力资本管理
工作，包括执行与非执行董事的委任

•
•

事宜
交易咨询及估值服务
通过另类投资基金获得塞浦路斯公民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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