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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球视野的欧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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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it Right

Malta’s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 offer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成功路径

a combination of the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success:
convenient location, rapid access to market, effective

regulation, rock-solid legislation, accessible authorities and a
马耳他金融服务中心为金融机构提供一系列成功的必备要
pool of highly competent,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素：地理位置便捷，市场准入快，监管高效，法律健全，容
易打交道的当局，能力出众、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储备。
Many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the merits of operating out of Malta and
许多在国际市场上备受认可的金融机构已经在马耳他初尝
their continued growth and success stands as testament to
硕果，他们持续的增长和成功，无不证明了马耳他的优势
Malta’s strengths and与潜力。
potential
The jurisdiction already hosts hundreds of international
已有数百家国际金融公司、信贷与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基
finance companies, credi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surance
金管理公司、保险管理公司、养老金计划、信托与财产公司
companies, fund managers, insurance managers, pensions,
选择这里作为管辖地，是马耳他独特和全面的服务吸引了他
trusts and treasury companies, all attracted
by Malta’s unique
们，为他们带来成功。
and well-balanced recipe for success.

成功取决于正确的路径
Success
depends on getting it right
——马耳他就是这条成功之路。

www.financemalta.org
more information on:
www.financemal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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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一览

马耳他欢迎您
马耳他是欧盟面积最小的成员国，坐落在地中
海的中心位置，联结欧洲和北非地区。欣欣向
荣的经济发展态势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失
业率再创新低，令马耳他成为了欧元区中最惹
人关注的成功典范。这里亲商的态度,先进的基
础设施和划算的经商成本已经得到了追求增长的
企业家与跨国公司的认可，这里已经成为了他
们的经商宝地。马耳他以其7000年的历史和每
年300天的晴天、3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以及世界性的地中海岛屿
的生活方式而闻名。这里新旧融合，没有地域
之分，人们和谐相处，工作与娱乐相辅相成。

GOZO

MALTA

2018年马耳他的经济
GDP增长率：

+5.4%
日照时
间:300个
晴天/年

平均气温:
年降雨
语言:马耳他
冬季
量:600毫米 语和英语
12°C——夏
季31°C

国家信息
官方名称:马耳他共和国
面积:316平方公里

时区:格林
威治标准
时间+1

货币:欧元

国际拨号代
码:+356

宗教：罗
马天主教

人口:46万，94%马耳他人口——6% 外来人口
所属成员:欧盟、欧元区、申根区、英联邦
电压：240伏

3.9%

通货膨胀率：

预算盈余：

债务占GDP比：

DBRS

Scope

标准普尔

1.8%

+1.3%

47.9%

主权信用评级
惠誉

位置:南欧

失业率：

A+

穆迪

A3

A (高)

A+

A-

来源：欧洲经济预测，2018年秋

金融服务、科技、高附加值制造业、健康、旅游、教育、电子博彩、海事服务、航空和创意产业是马耳他经济格局中的
主导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耳他借助自身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强化了本国的服务部门，其输出的服务贸
易已遍布欧盟各个成员国，成为了今天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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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马耳他的金融行业
GDP贡献

11%
银行

金融机构

49

再保险特殊目的公司

家， 包括38家支付供应商
和15家电子货币机构

保险公司

24

68

退休计划

55

基金行政公司

24

投资基金

1

665

其中包括：
另类投资基金：134
专业投资者基金：409
UCITS（可转让证券
集合投资计划）：118
非UCITS散户
型基金：5
经认可的私人
投资计划：7

保险管理公司

家，包括8家专属公司和
16家受保护单元公司

退休基金

11

退休计划行政公司

3

15

基金：经认可的股份制单元公司

6

马耳他注册基金的资产净值：

(包括子基金)：

€11.5 亿欧元
已注册的公司
服务提供商：

186

(至2018年6月)

已公告的证券化产品

48

包括20家证券化单元
公司，42个单元

国际银行、基金管理公
司、保险公司、企业服
务提供商及一系列其他
金融企业，共在马耳他
雇用了超过10,000人。
来源:马耳他金融服务管理局。除单独标注
的以外，所有数据截止到2018年底。

股份制单元

23

排名
在75个国家
中排名第7

199个国家
中排名第9

29个国家中
排名第12

126个国家
中排名第26

189个国家
中排名第29

140个国家
中排名第36

180个国家
中排名第46

180个国家
中排名第51

2017年公开
市场指数

亨利护
照指数

2017年数字经
济与社会指数

2018年全球
创新指数

2018年人类
发展报告

2018年全球
竞争力指数

2018年经济
自由度指数

2018年全球
清廉指数

国际商会

2019全球排名

欧盟委员会

康奈尔大学、欧洲
工商管理学院和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联合国

世界经济论坛

美国传统基金会

“透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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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介绍

新视界

尽管是欧盟中最小的国家，马耳他却从不畏于从大处着眼，有着
勇于挑战的雄心。作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该岛已经发
展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欧盟最具竞争
资产、财富和保险管理已经成为马耳他金融服务产
业的基础力量，在近几年间它们不仅进行了扩张，
而且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化进程。马耳他今天已
能够傲立于欧洲的金融中心之中，此外还在一系列
产业中进行着新型资质的开发，遍及支付、金融科
技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等多个领域。人们眼中的利商
之地，这座地中海岛屿，以其稳健的、符合欧盟标
准的监管制度、多样化的金融生态系统和丰富的人
才储备，成为了想要进入欧盟的经商者们的首选切
入点。为了接下来的继续增长，马耳他正在进行自
身定位，迎接更高的挑战，维护其稳健管辖地的声
誉，不进行任何隐藏。马耳他希望向外界传递一个
清楚的信号，财务秘密在马耳他没有生存空间。
在岸标准
早在2004年，马耳他就已经播下了现代金融中心
的种子，彼时马耳他正在寻求加入欧盟。它从那
时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立法，并将世界上各个最受
尊敬的国际商业中心的成功经验结合至己身。马
耳他引入了一套严密的监管框架，以及一套富有
竞争力的、透明的，通过了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批准的机制。多年来，马耳他不
断完善自身法律建设，包括反洗钱（AML）和打
击恐怖主义融资（CFT）规章，以确保能够完全符
合欧洲和全球标准。这些举措增强了马耳他的竞
争力和透明度，巩固了其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专业服务
尽管马耳他是一个只有46万人口的岛国，但已经
建立起了十分多样化的金融服务组合。金融产业每
年增速达到20%，占全国GDP的11%，同时提供了
近1万个工作岗位。今天，有超过20家银行已在马
耳他建立了业务，尽管他们中只有少数几家活跃
在当地市场。大多数则是利用该岛作为进行专门
资产融资、企业银行业务、贸易金融服务和支付服
务的平台。依托专业的保险管理服务，保险业经
历了一波高涨，也使得马耳他成为了闻名全球的专
属保险注册地之一。马耳他有大约600家已注册的
投资基金，这充分证明了马耳他的吸引力，各大基
金平台、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行政公司都愿意在马
耳他设立机构，开展国际范围的服务。在财富管
理领域，马耳他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本国有
着信托和基金会等多样的投资工具，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公司和家族办公室。
重要参与者
马耳他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增强，已吸引了如汇
丰银行等众多国际信用机构来此筑巢，基金行政
公司多达30家，保险公司超过65家。Apex、Citco
等基金行政公司，以及慕尼黑再保险、Aon和
Marsh等专业化保险公司都已在马耳他开展了业
务。此外，宝马、标致、雪铁龙和沃达丰等大
型跨国公司也竞相在岛上设立了专属公司。

力的投资地点之一。马耳他正在追求增长，并立志于在数字金融
领域成为全球领军者。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关键性支持，金融产
业在近几年间持续增长。
监管转型
在维持良好的商业平衡方面，马耳他一直广受
好评，这里的法律体系尺度恰到好处，避免了
由于监管过严可能导致的对增长和创新形成的阻
碍。多年来，马耳他的金融服务监管机构——马
耳他的金融服务管理局（MFSA），一直与行业
共同努力，发展所需的能力和功能，并为进入
新的业务领域建立了一系列的监管体制。马耳
他的金融界一致拒绝被贴上避税天堂的标签，
也不允许“皮包公司”的存在。马耳他岛全力配
合经合组织的行动，致力于打击在国际税收结
构中出现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行为。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完全杜绝这些不良的行为，
马耳他，与其他金融中心一样，也在增加自身
资源，以尽力保证所有公司守法经营。马耳
他金融服务管理局正在对自身的监管科技基
础设施进行全面的检修与升级，以此来加强
监管的力量。这些行动已经显示出了预期的效
果，目前马耳他的商业发展态势如火如荼，这
种态势也成为了这些举措强有力的背书。
市场准入
这座金融中心昨日的辉煌与今日的成功都离不开
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这一身
份让马耳他的各大金融机构得以进入欧盟单一市
场。在英国脱欧这样的背景下，马耳他将自身定位

为企业协同发展目的地而企业迁入目的地，为整个
欧盟市场提供服务。马耳他岛地处地中海中央，在
地理位置上靠近北非和中东地区，这也为有意进入
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金融企业提供了有力的跳板。
金融科技中心
马耳他的金融业版图不断扩大，已涵盖多个收益颇
丰的利基领域，例如养老金、支付和证券化等，与此
同时也向金融科技企业家们敞开大门。马耳他正在
迅速成为区块链发展的温床。对分布式账本技术进行
监管的决定颁布后，马耳他岛受到了非常多的积极
关注。国家成立了数字创新管理局，来对这个产业
进行监管，而代币、虚拟金融资产、分布式账本技术
交易，及金融科技应用软件等业务将由马耳他金融服
务管理局进行监管。怀着强烈的愿景，马耳他致力于
发展金融服务业；依托强有力的监管环境，马耳他相
信自己有能力在区块链产业中成长为行业领军者。
投资者的信任
马耳他的金融行业持续增长，并且仍然是欧洲最具
竞争力的选择之一。投资者们对马耳他充满信任：新
兴企业与创新企业不断涌入该国，许多长期经营的
企业也选择在这里进行再投资。务实监管、创意创新
和多元化服务使马耳他在发展中表现得游刃有余。
马耳他看好数字金融和区块链技术，将其作为一个长
期利基增长点，必将使金融中心的未来更加光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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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创新•欧元
• 富有雄心•国际化•机会灵活
•商业友好型•可预见性•
多样性•欧盟监管•科技中心•活力
•品质生活•电信服务•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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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专业•人才成长•生态系统
•低犯罪率•蓬勃发展的初创企
业创业中心•成本竞争力•家庭
友好型•单一市场•欧盟护照•
海岛风情•务实•税收•亲商的政府

关键词： CEO们眼中的马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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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投资的

30
个理由

监管创新和新兴技术相互助力，为大大小小
的金融企业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让它们得以
茁壮成长。此外，马耳他还拥有经验丰富的
人才储备，卓越的语言能力，富有竞争力的
商业环境和高品质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投
资者相信马耳他，相信它的潜力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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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样化的金融中心

马耳他拥有最具活力和全球联通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并迅速赢得了创新孵
化器的声誉。 马耳他金融行业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使马
耳他比其他司法管辖区更具有竞争优势。 作为透明的国际商业伙伴，马耳他
为投资者提供各种高质量和监管良好的服务，包括基金，保险，证券化，信
托和基金会，银行和金融机构，支付，区块链技术，海事和航空管理服务。

2

高速增长的经济

近年来，马耳他的国内生产
总值(GDP)以每年5%左右的
增速稳步发展，是欧洲经济
表现最出色的经济体之一，
也成为了世界上发展速度
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对于一个国
土面积有限的岛屿国家来说，马
耳他的经济多元化也令人刮目相
看。金融服务、电子博彩、旅游、
海事服务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等多
项产业共同打造了经济的基础。

借力欧盟

4

作为欧盟成员国，
马耳他为企业提供
了进入拥有5亿多
消费者的巨大欧盟
内部市场的机会；不仅如
此，马耳他还为有意进入
非洲和中东成长中市场的
企业提供了坚实的跳板。

接触决策者

6

3
统一监管

5
专业服务

马耳他的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只
有一家，即马耳他金融服务管
理局（MFSA）。统一的监管
可以减少繁文缛节，简化办事
流程，给办事企业提供方便。
金融服务管理局的工作风格
一丝不苟，又平易近人，努力
确保规章制度的灵活性，为创
新提供土壤的同时继续以最
高标准为消费者提供保护。

精选的企业服务提供方，会计师与审
计师事务所，从小型精品事务所到全
球“四大”事务所，共同为国际商界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此外，岛上还有大量
的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为新进入
者提供思路和指导，帮助他们在马耳
他的金融领域抓住机遇，大展拳脚。

马耳他的国家规模不大，因此更容易接触到决策者。金融服务管理
局管理方式亲民，为有意在马耳他开展业务的国际公司提供面对面
的交流机会。如此开放的程度在其他金融中心是很少存在的。

在马耳他经商

7

全球品牌

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立足马
耳他向外开展自己的业务，
反映出了这一国际金融中
心的地位正在日渐提升。
汇丰银行、Aon、Marsh、
慕尼黑再保险、Citco和
Apex等众多企业已经在马
耳他开展了多年的业务，
而且还将继续在岛上进行投资。此
外，大量的财富500强企业也在此
建立了业务，包括宝马、雪铁龙、
标致和沃达丰等大型跨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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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联通全球

马耳他国际机场提供与欧洲几乎
所有主要城市以及北非和中东主
要目的地的衔接，包括直飞主要
金融和商业中心，如伦敦，法兰
克福，巴黎，迪拜，伊斯坦布
尔，阿姆斯特丹和马德里。 它
被评为世界上最佳的小型机场之
一，能够满足商务旅客的需求。
马耳他还拥有蓬勃发展的公务
航空业，其中包括许多私人飞机运营商，
他们为挑剔的高管提供灵活的旅行选择。

9

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

企业所有利润的纳税率是35%，然而股东可以申请相当于股息所得6/7的金
额作为返还，使企业税收负担锐减至5%。这一税收制度是经过欧盟和经合
组织批准的。马耳他还同超过70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包括了
大部分全球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这无疑更增添了马耳他的吸引力。

10
成本优势

岛上的经商便利程度和经
营成本是吸引企业来此开
展业务的最大亮点。研究
表明，与欧洲其他金融中
心相比，马耳他的经营成
本一般要低20%到30%。
企业的启动资本金维持时
间可以延长三到五倍。

12
公司组建

强大的电信和数
据基础设施

11

马耳他拥有欧洲最先进的电
信和数据基础设施。近年来
对网络通信进行的大量投资为
马耳他带来了顶尖水平的国际
网络连接。企业可以从众多IT解
决方案供应商中进行选择，对
自身技术需求进行有效管理。

马耳他设立了多种创新性企业架构，供投资者按需选择。在马耳他注册
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包括控股和交易、并
购、资产管理、保险、证券化和家族办公室等。此外，在马耳他还可以
设立信托、基金会、单元公司、以及专门的证券化和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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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投
资的
30
个理由

13
区块链之岛

马耳他在颠覆性技术领域一
马当先，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个用来监管区块链、加密
货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
监管制度。现在国家正着力
于开发稳健的监管体制，为
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
技术和大数据提供监管。

16

生产力水平

14
创业中心

马耳他以其丰富的行业、供应
商和人才储备，吸引了大量的
初创企业，特别是金融科技
领域的企业来此发展。马耳他
营造了适宜的环境，在不提升
成本的前提下，协助科技公
司对自身产品进行开发、推广、规模化运作。

15
职业道德

宜人的地中海生活
方式和受英国影响
的职业道德标准,使
得马耳他正迅速成
为整个欧洲最炙手
可热的商业中心。

马耳他的生产力水平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尽管地中海地
区以悠闲的生活方式所闻名，但是这样的声名在马耳他似乎并不适用。众
所周知，这里的劳动者们有着进取的事业心和乐观积极的工作态度。

17
上市速度

上市速度快多年来一直是
马耳他作为金融中心的关
键卖点。马耳他统一的监
管机构对办事流程进行了
简化，省掉了许多繁文缛
节，维护了本岛作为金融
中心的竞争力，同时确保
了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18
官方认可

马耳他的金融服
务法律是久经考
验的，与欧盟的
法律保持一致。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国际
机构对法律法规给予了高度认
可，世界各大主要评级机构也给
本岛的经济颁发了’健康证书“。

在马耳他经商

19

安全避风港

马耳他是整个欧洲
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无论是来
生活、工作，还是投资，这里
都是最安全，最宜人的所在。
尽管每年迎接200万游客，并且
是最开放的国际商业中心之一，
岛上仍然散发着非凡的家庭友好型氛围。

21
高素质劳动力

马耳他的劳动力普遍接
受过良好的教育，事业
心重，适应能力强，且拥
有丰富的专业知识。马
耳他吸引着海外人才竞
相前来，目前外籍员工
占全部劳动力的3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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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即便对于一个十分富裕的城
邦国家来说，马耳他拥有
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算是毫不
逊色的，但是由于大量的
公司与海外专业人士的涌
入，促使政府和私人部门发
起了一场针对全国基础设施
和建成环境的彻底检修。

完美的生活品质也使得马耳他蜚声海外。其袖珍的国土面积和平
衡的节奏使工作与生活完美和谐，让居住者享受到马耳他闻名遐
迩的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的和谐作息。

23
生活水平

马耳他是一个多
元化的国家，规
模却不大，因此
在这里可以享受
高标准的品质生
活，却不必花费
像欧洲其他国家
一样高的成本。马耳他是公认的最适
合外国人居住的国家，在这里你可以
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
论是时尚都市生活，还是地中海乡
村生活，你总能从丰富多彩的生活
方式中找寻到自己心仪的那一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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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改善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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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英语国家

英语是全球通用
的商业语言，也
是马耳他的两种
官方语言之一。
马耳他出版的法
律法规都有英
语及马耳他语的
版本。许多马耳
他人还会说流利
的意大利语，
有的甚至会讲德语或法语等第四门语言。

在此投
资的
30
个理由

热情的态度

25

马耳他用最开放的政策和最热情的态度，迎接国际专业人士。欧洲经济
区（EEA）公民可以享受免签待遇，自由地在马耳他生活和工作。欧盟
以外的公民须先获得就业证，高级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快速通道服务。

26

人才激励机制

人才是金融
服务业的命
脉，马耳他为
拥有高级资
质的海外专业
人才提供税收
优惠政策，
可享受15%的所得税上限，
以此来吸引最优秀、最有潜
力的人才来此生活和工作。

28

阳光之岛

马耳他是欧盟中
移居最便捷的国
家，这里是世外
桃源：每年可以
享受10个月的阳
光，英语为主的语言环境，地
中海岛屿的生活方式，让移
居者可以轻松成为当地人。

一揽子解决方案

27
29
全力支持

完美时区

马耳他的领导人带领国
家积极应对新兴的发展
趋势，将马耳他打造成
数字和金融创新中心。
这些举措为金融产业提
供了全力的支持，确保
了产业的持续增长。

马耳他所处的时区十
分有利于经商，与世
界各地的沟通都不会
受到影响：这里比格林
威治标准时间早一个
小时，也就是说上午的
办公时间可以与亚洲
相匹配。 与欧洲的时
间全天一致，下午则可
以配合美国的时间。

有利的商业环境、强劲的经济发展、
欧盟成员身份、专业敬业的劳动力
队伍、便捷的通讯、把守多条贸易
路线战略要道，马耳他为企业提供
了一套全面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在马耳他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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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随着马耳他经济不断扩张，其银行业在规模和地位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
展。银行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从几个仅向当地居民提供服务的
零售银行，发展到超过24家信贷机构，可提供全方位的零售和商业银行
服务，以及贸易金融、投资服务和托管服务，客户涵盖了个人消费者、
公司和机构。目前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如下两家银行：瓦莱塔
银行（BOV）和汇丰银行（HSBC），这是目前在在岛上分支机构分布
最为密集的两家银行。一些规模较小的本地机构也与大银行展开了短兵
相接的竞争，其中包括APS银行、隆巴德银行、BNF银行和MeDirect
银行等。马耳他的银行恪守保守和传统的银行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保护本地银行业免遭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银行资金依赖小额存款，
而非大规模借贷。Sparkasse银行、FIMBank银行、FCM银行、IIG银
行、MFC商业银行、希腊国家银行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等外资银
行也都试图在本地市场为自己开拓出一片利基领域，在提供常规国际业
务以外，还开设了企业银行业务及存款账户业务。
马耳他的银行保持良好的资金流动性，资本充足，奉行审慎的贷款
政策。在欧盟立法的基础之上建立的银行立法符合巴塞尔核心原则。欧
洲央行（ECB）对马耳他的最大规模银行负有监管职责，马耳他金融服
务管理局负责监督岛上的其他机构。

重要行业
国际银行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耳他被国际银行机构称作母国。其中在马耳他设立时间最长的国际银行就包括土耳其的
Akbank和澳大利亚的CommBank在岛上开设的分行。2004年马耳他加入欧盟后，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选择马耳
他作为业务的发展平台，马耳他为这些银行提供欧盟通行证和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今天，来自英国、土耳其、
卡塔尔、美国、捷克、芬兰、巴林、爱尔兰、希腊和荷兰的各大银行都在马耳他开展了业务。这些银行与马耳他
经济没有或很少有互动。这些银行并不吸取本地存款，而是专注于与非居民的业务或支持其母行的集团内部交
易。或者，他们的业务活动集中在贸易和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和投资银行等领域。事实上，许多银行是在这里负
责执行集团全球业务的特定领域的职责。
马耳他的银行业近年来蓬勃发展，经济迅猛扩张，加上海外人才和企业大量涌入，马耳他打造的金融行业利
基市场对银行支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部分市场业务包括私人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和投资服务等。对于那些
已经做好准备在这一领域中分得一杯羹的银行来说，马耳他蕴藏着绝佳的增长机遇。托管业务是其中价值最高的
机遇，托管银行的数量很少，却可以影响整个基金行业的增长。对于信贷机构来说，马耳他也是一座机遇之岛，
在这里注册开展业务，既符合欧盟监管标准，又能享受到灵活的政策，同时还可以进入到欧盟以及北非相邻国家
的市场。该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亟需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这又为项目融资领域带来了机会。
在这一时代，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向传统的银行业务模式发起了挑战，这是前所未有的。马耳他的银行业成
功地吸引了金融科技企业家和支付公司的注意，他们来此开展了业务，在马耳他和其他国家提供解决方案。随着
马耳他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中心地位的提升，这些企业培育了新的金融集群，形成了未来几年的增长势头。马耳
他先行一步，对分布式账本技术设立了监管制度，此举措吸引了众多小规模的创新机构来此开展业务。

在马耳他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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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马耳他证券交易所（MSE）是马耳他国际金融中心的新添助力。马耳他证券交易所
（MSE）传统上服务于马耳他市场，正在寻求将自己定位为具有增长潜力和资产支持证券
的国际小型公司的首选市场。马耳他证券交易所市值为120亿欧元，按国际标准，规模较
小，但通过引入国际公认的技术大大增强了其作为上市地点的吸引力。交易所使用德意志
交易所的Xetra交易平台，可连接16个不同国家的4000余名交易员，在结算和托管方面，
与德意志交易所的流动性提供商Clearstream进行连接。
马耳他证交所学习效仿卢森堡和都柏林的成功经验，希望为那些看重成本效益的中型
企业提供第一次上市的机会，同时帮助欧盟以外的实体进行二次上市，利用欧洲货币市
场。提供证券化服务是提升马耳他证交所国际地位最大的机会。证交所的债务证券市场与
机构金融证券市场（IFSM）为发行方寻找目标机构投资者。它具有根据发行人自己的公司
要求以及投资者团体的指标而创建证券化工具的能力。 除了提供传统的上市产品外，马耳
他证交所还开发了一个名为Prospect的初创市场，该市场面向希望能够吸引来自欧盟各地
的资本和投资者的欧洲和国际中小企业。 马耳他还在寻求开发一整套替代产品，如交易所
交易基金（ETF）和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
其高水准的个人服务也使得马耳他证交所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小型的规模，让它能够
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更亲切、更快速的定制化服务，为企业成功上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基金与资产管理
基金业一直是马耳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马耳他从发行基金伊始，就受到了基金管理公
司的欢迎。这些基金公司在马耳他设立了业务，在此进行基金管理与基金构建。随后，许
多基金行政公司中的全球领军者们也发现了这块宝地，将马耳他与卢森堡和都柏林并列为
欧洲三大最佳基金管辖区。然而，近年来在马耳他新注册基金的数量一直保持相对不变。
普遍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缺乏能够服务更大规模另类投资基金的顶级托管银行，在
欧盟改变其立法后要求此类基金必须有本地托管方。基金上市的速度也许是放缓了，但涌
入马耳他的基金管理公司却有增无减。马耳他已经成为了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行政公司必
到之地。这些公司把它们的业务从马耳他散播到别处。时至今日，岛上已经注册的基金管
理公司大约有80家，基金行政公司超过25家。
得益于有竞争力的成本，马耳他的基金基础设施特别迎合新兴基金和初创基金管理公
司。基金可作为另类投资基金（AIFs）或专业投资者基金（PIFs）而获得许可。另类投资
基金对希冀在另类投资基金经理人指令（AIFMD）的体制下获得基金欧盟通行权的基金
推销商特别有吸引力。小规模的基金可以选择专业投资者基金牌照，可以享受另类投资基
金经理人指令中某些条款的豁免。最近马耳他在基金框架中新增了一个经理人主导的基
金类别，即特定另类投资基金（NAIF），旨在缩短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特定另类投资
基金可以在10天之内完成注册，这一基金类别受到了热情追捧。马耳他的立法还允许设立
UCITS（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马耳他为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另类投资基金管理公司（AIFMs）和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
计划管理公司，提供灵活的架构。微型另类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特别钟情于马耳他，它们并
不受另类投资基金经理人指令的限制。快速灵活的解决方案、单元公司的可行性，也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基金平台的到来。马耳他在区块链领域做出的努力也给基金行业带来了增长
的机会；基金行业正期待加密货币基金和代币的出现能够引领新一轮的增长。基金托管领
域亟需实质性的增长，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提供托管服务。许多人认为基金领域新增的
托管银行将会在马耳他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中起到变革性的作用。

在马耳他经商

22

F I N A N C E M A LTA

F I N A N C E M A LTA

23

在马耳他经商

保险与保险管理

企业架构/并购

除擅长的专属保险之外，马耳他还吸引了全球所有主要保险机构入驻，已成为国际保险
中心。宝马、标致、雪铁龙、尼桑、自由全球、大众、沃达丰、莱茵集团等各大跨国公
司都在马耳他设立了保险公司或专属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如慕尼黑再保险、Axeria
Re、Argon Global，以及国际保险管理公司，如AON、Marsh、Willis、JLT、Artex Risk
Solutions、USA Risk Group等，都已在岛上开展业务。
欧盟通行权，有竞争力的运营成本，是各大公司选择马耳他的关键因素。马耳
他还倡导引入新型公司架构，已引入了受保护单元公司与股份制单元公司架构。
这两种结构允许企业在核心公司内部设立个体保险部门，以达到控制风险的目
的，相比单独成立保险公司，为他们提供了富有成本效益的替代选择。施华洛世
奇，Amplifon，Travelodge，Ocado和TUI等公司已在马耳他设立保险单元公司。单元公
司模式对于保险管理公司与经纪商来说同样适用。马耳他独特的单元公司立法历经考验，
吸引了大批保险公司和科技公司来此，寻求利用保险科技、区块链解决方案和智能合同发
展自身业务。想要推广或开发新型解决方案的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受保护单元公司中的单元
对新方案进行测试和交付。测试及交付可以通过自己成立的受保护单元公司，或者通过租
用已成立的保险公司出租的单元而实现。
马耳他认识到保险连结型证券（ILS）和巨灾债券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再保险和资
本市场也在渐趋融合。岛上已颁布法律允许成立再保险特殊目的公司（RSPVs）和证券化
单元公司（SCCs）。这些法规将保险业与资本市场联结在一起，巩固了马耳他作为替代
性风险转移目的地的地位。
马耳他的国内保险公司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多险种的保险，覆盖范围从车险到船险，从
家庭保险到商业保险。许多保险公司推出了新型的、有创造性的产品，以此应对岛上金融
服务公司利基市场的需求。主要活跃在当地市场的公司有：曼弗雷地中海保险、阿特拉斯
保险、GasanMamo保险、Citadel保险、Elmo保险和汇丰人寿保险。

马耳他在全球交易市场上的影响力日渐凸显，吸引了有意开展国际交易、想要在欧洲和全
球新兴市场展开投资的蓝筹公司以及企业策划机构的兴趣。欧盟和经合组织对监管体制进
行的改革重塑了国际商业局面，马耳他为全球范围内的企业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方案，企业
不仅能在这个备受尊敬的金融中心体验到良好的监管环境，还能享受到符合欧盟规则的法
律保障、低成本的企业架构和发达的专业服务。
马耳他强调，本国绝不是避税天堂，更不是秘密资产管辖地。马耳他的监管体制时刻
与行业同步，随行业需求进行改变，并且符合欧盟标准。国家实行完全归属抵免税收制
度，该制度经过欧盟批准。公司征税率为35%。不过股东有权获得相当于已缴税款6/7的
退税。马耳他所有的反洗钱法律都是最新的，并且推行了收益所有人登记制度，以增加企
业透明度、企业责任，同时打击犯罪。
在这里，新公司的成立只需要几天的时间。新公司需到公司注册办公室进行登记注
册。开展国际业务最常用的载体是有限责任公司。在马耳他，注册公司是开展各种商业活
动的理想媒介，包括购置物业，管理电子商务活动和提供金融服务等。公司也是进行跨境
收购的理想工具。海外公司通常会选择马耳他作为在欧洲的基地，在此成立公司后对欧洲
其他公司或集团进行收购，或进行跨国并购。马耳他与70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这一庞大的协定网络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企业注册地的关键地位。

企业总部
凭借国际商业中心的美誉，越来越多的企业决策者选择在马耳他成立区域甚至国际总部。
集地中海的区位优势，拥有熟练技能的国际化劳动力储备，高品质的生活等多种优势于一
身，马耳他不仅仅是全球企业理想的安家之地，也成为了企业设立总部的理想选择，可以
就近监管他们对该地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投资活动。由于地处中央战略要地，马耳他
常常被视为中心枢纽，联结拥有 5 亿消费者的欧盟市场和快速发展的非洲与中东市场。
不论是在马耳他经商，还是想以马耳他作为平台开拓其他市场，都很简便。依托高度
发达的商业基础设施，马耳他已经成为各大企业在此开展区域性企业合作，行使中央管理
职能，开展销售、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活动的理想基地。作为一个亲商重商、经济稳定的
中立国家，马耳他为企业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助力他们在该地区树立起竞争优势。马耳他
以富有财政效率的税收结构为引导，还建立了由70多个国家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
络，扶持国际商务发展，打造平顺的交易环境。在此设立了总部的海外企业高度评价了本
地员工的生产力、盈利能力、可靠性和快捷的响应速度。马耳他犯罪率低下，典型的地中
海气候舒适宜人，个人所得税税率稳定，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很完善，这些优点也让马耳
他更易受到来自美洲、亚洲或欧洲的外籍高管及他们家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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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与分布式账本技术
马耳他凭借先进的条件，在未来几年中有非常大的潜力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其成为
主流，颠覆目前金融行业的现状。这座“区块链岛”推行了世界上第一套针对分布式账本技
术（DLTs）的全面监管体制。监管的最终目的是要在缺少监管的市场环境中建立起法律
秩序，以保护消费者，维护市场诚信。该体制最初适用于DLT平台和智能合约，政府目前
已经在着力扩展其监管范围，使其可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创新技术，其中包括人工智能
（AI）和物联网（IoT）技术，此举为下一轮金融科技革命铺平了道路。
马耳他还采用了一套综合的制度规则，建立了新的监管机构——马耳他数字创新管理
局（MDIA）。马耳他数字创新管理局是世界上第一个该类别监管机构，机构负责对分布式
账本技术平台与智能合约进行认证，并管理技术服务提供商的自主注册流程。马耳他数字
创新管理局与金融服务管理局（MFSA）携手合作，共同负责首次代币发行（ICOs）的批
准和监督工作，管理虚拟金融资产和加密货币的交易行为。
由于电子博彩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而聚集的大量人才，现在可用来帮助区块链行业
的增长。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领域最负盛名、最具潜力的企业都在马耳他开展了业务，区块
链专家人际网络迅速发展，生机勃勃，金融服务公司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发展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对创新产品进行测试，市场推广，或扩大产品规模。

金融科技
马耳他正试图吸引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以及区块链技术、保险科技和监管科技方面的专
业型人才。马耳他已经证明了其发展全球科技行业的能力。它作为全球电子博彩业中心的
地位已毫无争议，如今已有约280家电子博彩公司在此安家。财务软件企业可以在这个欧
洲发展最快的金融中心扎根，靠近潜在的承包商和投资者。很多公司还将马耳他作为跳
板，开拓周边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那里测试新的金融技术。
金融科技公司更看重马耳他在技术和金融领域丰富的人才储备。这里的科技与创新技
能型人才的储备足以满足信息通信技术企业的需求，而对海外员工的激励计划也让专业知
识的引入变得简单方便。相比西欧的IT中心，如英国或一些北欧国家，这里的工资水平更
低，从而使中小企业能够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花费较少的人力资源成本。这里有三大运营
商，通过光纤电缆提供国际网关服务，连接欧洲大陆，保证马耳他的国际连通性，这对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马耳他凭借其小国优势，为那些需要迅速起步的新技术和新公司提供了理想的测试环
境。公司可以将开发出来待测试的新产品与服务先投入到多样化、集中化的当地市场中，
之后再将其服务和解决方案输出至欧洲乃至更广阔的全球市场。此外，金融科技公司正在
寻求更加具有创新性与经济性的解决方案，它们期待与新伙伴共同合作，共同创造新的机
会，促进支付、保险、投资等颠覆性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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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化

家族办公室

随着全球对证券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马耳他巧妙地将自身定位为在岸证券化资本架构
中心，与卢森堡和爱尔兰展开了竞争。马耳他是欧盟国家中除卢森堡以外唯一一个设立了
证券化专门立法的国家，这使其成为了欧盟中发展最快的证券化中心，其资产证券化产品
的数量已经从2015年的仅18个增长到2018年底的50个。产品涵盖多种资产类别，包括租
赁和其他应收账款，各种类别的贷款和金融工具，甚至包括集装箱船。
马耳他的证券化法搭建了一个稳健的债权人友好型框架，这意味着在交易过程中出现
常见的法律问题时，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确定性。证券化单元公司是一种创新型的载
体，可被用于平台和项目架构。马耳他是欧盟成员国中第一个为隔离式单元公司的使用立
法的国家，该类型的公司在保险和基金业中被大量使用，用来进行证券化交易。
马耳他还建立了机构金融证券市场（IFSM），用以进行债务证券、资产抵押债券、衍
生证券和面向机构投资者的保险相关票据的交易，直接将马耳他置于与卢森堡和都柏林的
金融服务中心分庭抗礼的地位。

马耳他的商业友好型与财富友好型的环境使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家族办公室。马耳他之所
以能够吸引家族办公室提供方，主要归功于其围绕财富管理行业建立起的监管体制，以及
简洁的手续流程，为信托公司、基金会行政公司和投资顾问公司提供了方便。把行政管理
和资产管理职能都迁至马耳他，可让富裕家庭及其投资顾问从中受益，不仅可享受到低廉
的行政管理费用，简单的授权流程，还有马耳他金融服务管理局（MFSA）提供的高效监
管服务。
为了吸引富裕家庭和他们的“首席财务官”，马耳他建立了多种监管体制，对控股公
司、投资基金和基金平台、信托和基金会进行监管。政府还在不断开发新的解决方案，以
期可以利用在家族办公室领域，其中包括投资入籍方案，以及一些居留方案。这些项目可
以吸引富裕人群来到马耳他，因此它们对于促进财富管理产业的转型、促进产业增长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耳他更新了信托法律，加入了家族信托的概念。建立家庭信托，可
以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专门托管这一份家族信托，这样可以更好地对这份信托进行控制和保
密，同时也方便根据特定的家庭的需要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马耳他是超级游艇穿越地中海时的停靠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还采取了多种
增值税优惠政策，便于游艇在此注册马耳他船旗，游船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十分先进优
秀，选择在此停泊游艇着实是明智之举。马耳他的飞机购买与管理解决方案十分具有吸引
力，健全的法律体系使私人飞机的注册流程变得更加简便。
据估计，全世界有5000至10000个家族办公室，超高净值人群（拥有3000万美元以
上净资产）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马耳他身处地中海地区的战略要道，拥有健全的法律制
度，和便捷的业务流程，有助于推动家族办公室服务蓬勃发展。

私人财富
马耳他作为私人财富中心的优势在于其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如继
承计划、投资咨询、企业架构、投资银行，乃至生活方式的管理。投资工具种类繁多——
既有面向普通家庭的简单信托和公司架构，也有较为复杂的高价值投资结构，包含了信
托、企业、投资基金和基金会的形式。马耳他拥有优秀的法律基础设施，这离不开来自本
土与海外的财富管理机构的支持，他们组成了强大的团体，将所有独立分散的方面整合起
来，打造了一套统一的综合性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无论客户是希望通过信托与基金会为财富保值，还是想要投资基金等产品获取收
益，马耳他都可以为其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马耳他最新的信托法引入了私人信托公司
（PTC）的架构模式，为高净值个人与家族客户提供定制化信托服务。马耳他的基金行政
公司和管理公司服务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为他们设立或管理不同的投资载体，在这一方
面，它们一直成绩斐然。马耳他的资产管理公司启动了基金平台，仅面向家族办公室和第
三方管理机构，为他们提供既行之有效又划算的解决方案，帮助它们进入市场。
偏好实物资产的投资者也在日渐垂青马耳他。马耳他为游艇和飞机登记大开方便之
门，当地更有许多让马耳他引以为豪的著名住宅，可谓自住投资两相宜。此外，由于推行
了投资入籍和投资居留的项目，马耳他成为了受高净值人群青睐的居住地。高净值人群同
时也开始对投资首次代币发行（ICOs）和持有加密货币的行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专门
针对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监管体制的保障，财富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应当重视马耳他的新兴投
资机会，以获取最大的收益。

马耳他的私人财富工具：
•
•
•
•
•
•

信托与基金会
马耳他公司
投资基金
居留权和公民身份
游艇和飞机登记
加密货币

信托与基金会
马耳他不仅是全球顶尖的信托管辖区，还是一个声名鹊起的基金会注册地。近30年来，马耳他一直在私人财
富架构的管理方面提供杰出的服务。近期，马耳他对信托和受托人法进行了更新，使之紧跟国际大趋势，与其
他信托管辖地保持同步，确保马耳他继续得到那些寻求财富管理解决方案的投资者的青睐。其中主要的修改是
引入了私人信托公司（PTCs）概念，依托私人信托公司，可以使某一特定家族从家族信托持有资产中获益，
受托人必须是一家仅面向那个特定家族信托提供服务的公司。马耳他的信托法还允许委托人设立由外国法律控
制的信托，授予海外信托完全的认可，如果客户更青睐其他管辖地的法律，这样做可以给予他们选择的自由。
设立基金会是除了信托以外的另一个选择。在欧盟境内，像马耳他这样同时开放信托和基金会的国家十分
少见。这一“市场优势”已经吸引了约150家服务提供商来岛建立业务，包括独立经营信托公司和小规模利基提
供商。这就形成了一个高度竞争化的市场，客户在选择服务提供商时可以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受托方和基金会
管理方都必须获得马耳他金融服务管理局的许可，并且在法律上把受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马耳他的信托和
基金会受欧盟监管，为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和灵活的服务，同时应客户要求遵守保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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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身份与居留权规划

伊斯兰金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寻找机会，马耳他的投资入籍与居留（RCBI）项目正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净值投资者与
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正在世界各地寻找免签的生活、工作和投资机会的富裕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该项目具有非
常高的吸引力。
马耳他的个人投资者项目（IIP）为外籍人士提供入籍机会。马耳他护照可以享受约170个国家的免签政策。个人投资者
项目要求投资者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支付 65万欧元，购置价值不低于35 万欧元的物业，或租用年租金不低于 1.6
万欧元的物业，另外需投资购买 15 万欧元的政府批准金融工具。马耳他清楚入籍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因此设立了一个
四级尽职调查体系，以确保申请人的诚意，考察其是否有资质获得马耳他公民身份。
马耳他的居留与签证（MRVP）项目确保国际投资者在马耳他的居留权，并授予他们申根区签证。申请人必须是欧盟、
欧洲经济区和瑞士以外的公民，且必须投资了马耳他岛上的物业。如选择购买物业，马耳他戈佐岛及马耳他南部的物业价
值要不低于27万欧元，其他位置的物业价值不低于32万欧元。也可以选择租赁房产。每年的租金必须在1万至1.2万之间。
申请人还必须拿出25万欧元用于政府债券的投资，持有时间不短于五年。此外，申请人需提交在马耳他以外地区获得的不
低于10万欧元的年收入证明，或不低于50万欧元的资产证明。

马耳他进入伊斯兰金融行业的时间尚短，现正在逐渐增加这一方面的产品。越来越多的投
资者选择借助特殊目的公司（SPVs）以使交易行为符合伊斯兰教法。市场上还有一些符
合伊斯兰教法的投资基金和保险产品，不过这一市场还有待开发。马耳他证券交易所推出
了伊斯兰股价指数，获得了迪拜伊斯兰金融咨询公司Dar Al Sharia的认证，符合伊斯兰
教法。而这一产业最大的发展机遇随着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出现了：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
产业转型，因为它能够消除交易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并减少结算时间和复杂性，而这些
往往都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协议容易出现的问题。从业者相信，有了区块链技术的辅
助，马耳他会成为开发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产品的宝地。

知识产权
企业司库
马耳他是开展区域性及全球性司库业务的绝佳选择。这里有广阔的税收协定网络、低廉的
企业税与所得税，银行业发展成熟，司库主管们对马耳他青睐有加。这里的运营成本还十
分有竞争力，较其他西欧地区相比可以节省20%至30%，这一点让马耳他在司库行业中稳
稳站住了脚跟。许多著名集团都不约而同选择了马耳他建立司库部门，掌控区域或全球业
务。
跨国公司很多时候希望通过单一平台让他们对自己身处的地位有综合的了解，其中很
多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在马耳他注册的优势，他们可以作为其在马耳他境内外相关企业的集
团司库，开展业务。对于有意把司库职能外包的小公司来说，有一大批提供商可为他们提
供一整套的财务管理及交易服务，包括全球“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和规模较小的组织机构。
企业可经由马耳他的同一家司库服务提供商获取从现金池、租赁安排、资产管理、风险管
理到款项支付的全方位服务，无论其客户属于单一实体还是公司集团。

经纪与交易业务
马耳他凭借其金融行业的兴旺发展与强大的电信数字基础设施，获得了线上代理与交易平
台的关注。马耳他的监管体制符合欧盟标准，因此吸引了很多公司来此进行股票、指数、
外汇、金属、差价合约、虚拟金融资产和加密货币的交易。交易方和消费者要求交易过程
更加透明化，促使马耳他对系统和风险控制进行了更严格的检查，提高了资本要求，对经
纪公司的杠杆率加强了限制。这些重要的举措维护了投资者的信心。随着经纪和交易行业
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将马耳他金融服务管理局对行业颁发的的
牌照视作交易质量的保证。

马耳他希望可以在未来成为一个备受信赖的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为整个知识产权价值
链的各个环节提供支持，包括创意和创新的保护、管理和商业化。马耳他的法律制度为所
有类型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马耳他签署了国际上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协定，保障知识产
权在马耳他及其他国家的执行。企业可以在马耳他，或是通过马耳他申请知识产权保护。
已有不少跨国公司在马耳他设立了专门的公司来管控其在全世界的知识产权，这给它们带
去了很多便利。知识产权持有公司可以在这里注册为正规的有限责任公司，受公司法保
护，可对全部类型的知识资产进行持有、许可或出售，知识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商标、软件
著作权、品牌、专利、和设计。注册公司还可持有其他资产，如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和域
名等，可享受同样的福利。公司可以与想要开发这类知识产权的个人签署许可，签署特许
经销协议，也可以从第三方获取知识产权——例如,发生并购时，知识产权可以作为收购业
务中的独立部分。这种架构方式让知识产权持有公司可以享受到马耳他优惠的税收制度，
还可以享受到双重征税协定网络带来的优惠。

在马耳他经商

30

F I N A N C E M A LTA

F I N A N C E M A LTA

31

在马耳他经商

仲裁

航空

马耳他力图打造中立、友好的仲裁环境，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马耳他身处
地中海中央位置，连接欧洲、中东和北非，在法律和技术领域实行极高的专业标准，马耳
他仲裁中心（MAC）为仲裁提供引导和支持。马耳他仲裁法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出台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作为立法依据，建立起了一套法律体系，又
不失灵活变通，保障了各方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迄今为止大多数仲裁案件都是本地提起
的，马耳他的经济蓬勃发展，面向国际开放，且聚集了大批从事跨境业务的公司，这些特
征无不说明马耳他有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的潜力。
马耳他有意与私营部门共同合作，推动本国仲裁能力更上一层楼，让马耳他成为炙手
可热的国际仲裁中心。马耳他正在寻找一个在解决跨境争端方面有出色经验的私营伙伴，
来管理马耳他的国际仲裁业务。这里收取的仲裁注册费比伦敦或巴黎等其他仲裁中心更为
便宜，使之成为理想的跨境合同纠纷仲裁地。整个仲裁过程有一套高效完备的基础设施提
供支撑，包括英语流利的高素质专业人员，他们在处理国际商务争端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经
验。随着仲裁成为日益受到欢迎的争议解决方式，未来在马耳他解决的国际仲裁案件在数
量、规模和复杂性上必将得到提升。

马耳他的航空产业早已形成了标准化的集群，包括维修、飞机登记、租赁、金融以及机组
人员配备和飞行训练。法律体系的支持让马耳他成为了出名的私人飞机和企业专机的注册
地。维护、维修、大修（MRO）服务提供商早就发现了这里巨大的盈利潜力。
汉莎航空技术公司、维思达公务机，欧洲最大的私人飞机运营商，都已经在岛上开展
了业务。航空目前是国家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政府发现了这一领域巨大的增长潜力，正
在着力吸引更多飞机租赁、金融和包机公司。
普遍认为，航空登记发展是行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马耳他的飞机登记法最大程度
地抛弃了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和监管负担，同时获得了马耳他和欧盟法律的认可，继续为登
记行为提供保护。法律允许未建造完毕的飞机进行登记，认可飞机的部分所有权，允许对
涉及飞机的信托协议进行监管。马耳他交通管理局行使监管职能，其收费水平是欧盟范围
内最低的，监管局发布了最新的法规，完全符合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制定的国际安
全标准。
马耳他早已批准了开普敦公约，该公约是当前飞机融资交易中普遍公认的市场标杆。
此外，马耳他有优越的条件建立飞机融资交易，可通过银团贷款和证券化等多种方式。
利用马耳他证券化法可以将多种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包括租赁/包机费用支付。不仅如
此，监管机构已经发布了一套飞机租赁流程，使飞机的购买和后续租赁变得更有吸引力，
只有当飞机在欧盟境内飞行时才需缴纳增值税。如今航空市场上租赁飞机的份额高达 40%
，飞机租赁业务为马耳他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使其有望发展成为与其他老牌或新兴飞机租
赁中心齐名的地中海飞机租赁中心。

海事与游艇
马耳他拥有欧洲最大的海事产业集群，这应该归功于其富有吸引力的监管体制和服务文
化。马耳他是欧洲第一大船舶登记国，并迅速成为了世界顶级的游艇及超级游艇的行业聚
集地。马耳他的国际船舶登记机制运行良好，其高标准的服务和安全要求吸引着远至
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客户慕名而来。
马耳他的交通管理局对行业进行监管，不遗余力地强调，马耳他船旗是自信的象征，
绝不是方便船旗的代言。作为欧盟成员国，马耳他拥有一流的海事框架，悬挂马耳他旗船
的船只有着有口皆碑的安全航运记录，因此，马耳他被列入低风险船旗国名单。马耳他交
通管理局每天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帮助管理者或船员处理遇到的困难，他们的敬业赢得
了船东的赞誉。这里注册费用和服务费的价格非常优惠，悬挂马耳他船旗还可享受优惠的
船舶吨税制度，这是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刚刚批准的一项为期10年的
欧盟国家援助规则。在岛上注册的游艇、超级游艇（船舶长度超过24米）的所有者还可享
受特殊的激励机制。
马耳他是世界第三大中转港，建立了世界级的支持服务，为选择加入马耳他海事行业
的船东、投资方和运营商提供最好的设施与专业的技术。海事诉讼是未来十分关键的增长
点。马耳他政府表达了他们成立海事法庭的意图，并表示要对海事法律框架进行彻底修
整。这些举措旨在将马耳他打造成为海事中心，提供全面的海事法律保障和企业服务。在
银行与保险业蓬勃发展，带来大量机会的同时，马耳他的海事界也在努力发展，提供更有
经验的船舶管理活动，相信它可以与欧洲的船舶管理辖区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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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马耳他拥有大量的支付公司，包括电子钱包、支付处理平台、发卡机构和收购机构，已建
立起有很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许多专业的支付卡行业（PCI）兼容性测试服务供应商也
在岛上开展了业务。岛上密集的高科技、在线与金融企业形成了一种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下，容易产生颠覆性和创新的想法。
企业和私人消费者都十分期待下一代支付解决方案的出现，希望可以实现低价、实时
的交易。当今许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初创企业和企业家专门寻找这样的机构，来解决他们
的金融诉求。
安全和保安是现在消费者最关心的话题，公司关心的则是想要在信誉良好的欧盟管辖
区建立业务，马耳他为支付公司提供了井然有序的经营环境，让它们能够为所有欧盟国家
的客户提供服务。马耳他拥有现代化的先进的法律，在网络金融服务监管和便利化方面领
先于许多竞争对手。法律和监管体制十分重视反洗钱和反欺诈措施，最近分布式账本技术
法律框架的发布意味着马耳他已经做好准备引领下一波金融科技的浪潮，并将加密货币钱
包与加密货币交易业务中心转移到岛上。
马耳他当局致力于实现其成为高科技金融中心的愿景，期待越来越多的支付企业的到
来。马耳他为企业家们提供空前的机遇，协助他们在国际商务中更上一层楼。从这里可以
通行无阻地进入欧洲市场，美国和亚洲的金融机构在此设立其欧洲总部，可以让它们如愿
进入欧盟市场；此外马耳他的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成为企业进入非洲市场的跳板。

共享服务与外包业务
马耳他已将自己打造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外包服务伙伴，源源不断地获得高价值的交易，提
供知识型解决方案。有欧盟成员国身份的保障，马耳他能够提供高确定性的监管，这是企
业最为重视的，因此马耳他也被视为敏感客户数据的理想保存地，也是专业技术的提供
方。
在共享服务领域，马耳他借助自身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优势，首先发展起了呼叫中心。
尽管目前市场对电子邮件、聊天支持和社交媒体领域的关注度更高，呼叫中心及联系中心
仍然是马耳他最主要的外包服务。马耳他拥有大量的会计师事务所，包括精品式事务所
和“四大”事务所，因此会计业务是最大的外包产业。有很多公司可为海外客户提供后台服
务，如发票、交易的处理和记录，账户管理和资讯报告等。
马耳他有大量的金融与保险高学历专业人才，因此基金行政管理和保险索赔处理等业
务的外包十分有吸引力。许多马耳他公司目前专注于提供高端分析服务，大多数机构不仅
能够提供业务流程的外包，还可以提供知识外包，包括市场研究和财务分析。相比其他外
包中心，马耳他是公认的更为安全的客户信息保管地，这要归功于这里健全的数据保护立
法与风险管理体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开始接受专业风险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随着监管
要求越来越严格，合规职能的外包成为了高速增长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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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
马耳他在1964年以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文化仍然
深刻地影响着马耳他人
的商业文化。不过这里的会议模式不会那么正式，做生意
的方式要比北欧更加轻松休闲一些。然而进行会谈一定要
提前约好时间，至少要提前一至两周。在大多数地中海国
家，人们的时间观念与北部的国家相比会更松散一些。尽
管如此，守时依然是个好习惯，也是必要的。
在工作中，人们见面打招呼通常互相称呼对方的职位，并
在职位之前冠上姓氏。不过随着关系的加深，也可以直接
称呼对方的名字。

管理者指南
马耳他经商全攻略

Open

上班时间
办公时间一般都是从上午8：30到下午1点钟，下午从2点
至5：30，工作日从周一到周五。一些政府部门夏天只工
作半天，但很多部门已经进行了调整，保证在正常上班时
间办公室都有人在，私营部门则全年都是正常运营的。
大多数银行从8：30营业至下午2点，周一到周五正常营
业，周六12：30下班。
大多数商店的营业时间是从周一至周六的早上9点到晚上7
点，有一些在下午1点到4点之间午休。大部分零售商店和
商场周日都不营业。

语言
大部分商业函件均使用英语，英语和马耳他语是该国的两
种官方语言。马耳他出版的法律法规都有两种官方语言的
版本。许多马耳他人还会说流利的意大利语，还有一部分
会讲德语或法语。

商业架构
马耳他为投资者提供符合欧盟标准的商业实体或公司结
构注册地。有多种经营形式可供企业选择：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私人有限或股份有限）、海
外公司分支机构、信托、联营企业、可变资本投资公司
（SICAVs），还有一些单元公司架构。大多数企业家选
择有限责任公司。管辖公司与合伙企业的主要法规是以英
国公司法和欧洲法作为蓝本的马耳他公司法（1995)。马
耳他公司法对企业董事没有具体的国籍和居留地要求。公
司必须存在实体，以便享受退税和其他机制的优惠。公司
要有实际注册地址、登记在册的员工等一切与其经济实体
相关的证明材料。

在马耳他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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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税务与外籍税务

税收

马耳他的个人所得税采用递增制度，最低税率为0%，收
入超 6 万欧元者税率为35%。
为了吸引高素质海外人才，政府推出了针对外国企业高管
的激励机制。收入不低于84,016欧元的金融专业人士可以
享受15%的低税率政策，征税额度上限为500万欧元。超
过这一上限的收入部分免税。马耳他的税收制度为企业家,
富人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有吸引力的商业环
境。

马耳他税收制度是欧盟范围内仅存的一套完全归集抵免税
收制度。也就是说企业缴纳的税款实质上是代表股东缴纳
的预付税款。所有驻马耳他的企业都要缴纳35%的收入所
得税。不再单独收取企业税。按照马耳他的税收制度，在
利润分配时，海外居民股东有权从企业层面要求退税，以
避免对企业利润产生双重征税。若分红的企业被纳入避免
双重征税体制内，退税比例为企业缴税金额的2/3，被动
收益、版税等退税比例为5/7，贸易收入退税为6/7。涵
盖了70余个国家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进一步提升了马
耳他作为企业重要注册地的地位。

机场与航空连结
从马耳他可以飞往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城市，以及北非和中
东的重要地点，大部分旅程仅需几小时飞行时间。自马
耳他起飞，可以在三小时内到达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等
城市，飞往罗马只需要一小时。目前马耳他与约100个机
场建立了航线。马耳他也有很多廉价航空公司提供服务，
瑞安航空和易捷航空等航空公司正在增加新的航线。马耳
他国际机场（MIA）是岛上唯一的机场，位于马耳他的中
心，任一城镇或村庄都可以在20到40分钟内到达机场。

F I N A N C E M A 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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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

创业支持

马耳他的内部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但为投资者们提供了进
入欧洲和北非市场的踏板，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业
机遇。马耳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地处地中海的中心，欧
洲和北非之间，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联结两大洲的重要纽
带。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让马耳他的投资者能够快速进入拥
有超五亿人口的欧盟单一市场。公司可以自由开展业务，
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销售产品，还可以在其他欧盟国家成
立企业。除了在地理位置上紧邻北非，马耳他在历史和文
化上也与北非深有渊源。因此马耳他也吸引着欧、美、
亚三大洲的公司来此，以期可以进入南部相对未开发的市
场。除此之外，马耳他还与超过70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
征税协定。

马耳他聚集了大量的行业企业、人才和服务供应商，吸引
了大批创业企业。马耳他也在加大力度帮助新企业成立，
增加了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岛上建立了孵化器和创新中
心，以支持博彩业初创企业的创新发展。与欧洲更成熟的
商业中心相比，在马耳他的运营成本要低20%至30%，
公司的启动资金延续时间会增加3到5倍。一些共享办公空
间已经打开了大门，为企业家们提供了充满活力和动力的
办公环境，以帮助促进他们想法的诞生，创造宝贵的业务
联系，同时为企业节省成本。

电信与数据管理

金融支持服务

马耳他的电信基础设施极其先进，远超正常海岛规模。可
以很容易地获取到主机和主机代管服务。数据中心由三个
主要电信服务提供商以国际带宽形式运营：GO，沃达丰
和Melita。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独立的数据中心。马耳他通
过两个卫星站和五条经由意大利连接至欧洲大陆的海底光
纤实现国际间联通。为了减少对现有连接的依赖，马耳他
政府计划投资再建一条通往法国的光缆。由于地处岛屿之
上，马耳他的带宽服务比其他地方略贵，但由于市场的多
方竞争加剧，预计电信费用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下跌。

马耳他拥有发达的金融支持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可提供
全方位的银行、保险和投资类别产品。马耳他现有大约25
个外国或私营信贷机构，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从零售银
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到财富管理，应有尽有。保险公
司的服务涵盖所有险种，包括个人保险、医疗保险、财产
险、汽车险、旅行保险、责任险和劳动保护险。还有许多
保险管理公司为大公司处理保险事务，提供再保险解决方
案。马耳他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公司和股票经纪公司紧密
合作，带领投资者进入全球资本市场。

吸引与激励外
国直接投资
作为有着悠久贸易史的开放型经济国家，马耳他一直在为
新老企业积极寻求外国直接投资（FDI）。马耳他通过一
系列合理平衡的激励措施，支持和确保在马耳他成立的企
业获得长久竞争力和持续增长，这也让马耳他在日益激烈
的全球竞争中，在外资引入总量上勇创佳绩。企业需向马
耳他企业局提交申请，这是马耳他的投资促进机构，由其
判定企业是否有资格接受援助。这些激励措施中涵盖了国
际上大部分投资激励措施。

在马耳他经商

专业服务
马耳他拥有坚实可靠的企业集群，专注于提供专业服务。
这里有一批资深的会计和审计公司，从小型的精品式事务
所到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众多国际化的网络事
务所，为马耳他的国际商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马耳他的
律师事务所大部分处在该行业的国际关系网络之中。岛上
还有大量企业服务提供商，提供业务咨询和后勤支持。马
耳他收取的专业服务费用普遍低于其他西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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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与人事费用

商业地产

马耳他有许多固有优势，使其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外包服务
中心：英语是官方语言，人才储备丰富，物有所值，岛上
的生活质量，以及岛上众多优秀的金融服务公司。马耳他
沿袭了自古以来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光荣传统，几个世纪
以来一直在进行人才、理念、产品的进出口交易。在马耳
他扎根的数百家国际公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他
们可以用多种语言为客户服务，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德语、波兰语、俄罗
斯语、瑞典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而这只是岛上许许多
多语言群体中很少的几个例子。

无论是员工工资还是其他的成本，马耳他仍然远远低于其
他欧洲国家首都的水平。虽然工资近年来有所上涨，但数
据仍低于欧洲平均水平。在金融服务领域，全年的财务成
本排行从行政助理职位的2万欧元，到部门长的4万至6万
欧元，再到CEO级别的7.5万至16万欧元。

马耳他的房子自带海景，十分令人羡慕，并且可以从住地
轻松到达游船码头或各大地标性办公大楼。即使这里的房
价和租金一直都在上涨，但仍然比欧洲大陆条件相似地区
的价格低了三分之一。办公空间的风格多种多样，有专门
的办公大楼，改造过的房屋、公寓和豪宅，还有新建的大
型多功能小区。许多本地与国际地产中介提供房屋买卖与
租赁服务，可以帮忙寻找合适的物业房产。

人力资源与人才招聘
马耳他金融中心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其能够吸引最优秀和最
有潜力的人才。大多数马耳他公民会说至少三种语言，马
耳他语、英语、意大利语，有些人甚至精通法语和德语。
大约60%的学生（18-24岁）在毕业后会继续接受高等教
育，其中大部分会选择和金融相关的课程。马耳他为非欧
盟国家重要员工开放签证或工作许可快速申请通道，使员
工上岗过程尽可能顺利，以此来吸引全球的金融人才。马
耳他有大量专业招聘机构，许多公司专门瞄准金融行业。
这些公司可以帮助企业决定招人的方式和地区，他们利用
自身的国际关系网络在全球范围内为企业网罗人才。

马耳他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经验丰富、充满活力，此地的
网络安全集群正在迅速崛起，为企业提供针对风险、合规
性和安全威胁的建议与协助。

在马耳他经商

客户支持

工作许可与审批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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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法规
法规名称：就业与劳资关系法
合同类型：固定期限或无限期合同，全职或兼职合同试用
期：六个月
标准工作时间：40小时/周
年假：26天
带薪产假：18周
无薪产假：3个月
职业介绍所：Jobsplus

按照欧盟的规定和要求，外国公民需要申请签证。欧盟以
外公民必须申请并获得就业许可。基于行业的性质和所需
的专业知识，欧盟以外公民的工作许可的办理一般来讲也
是十分简单顺利的。

在马耳他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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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与签证
马耳他是欧盟成员国，欧盟公民可以自由
来此访问、居住和工作。马耳他也是申根区
中的一员，来往申根国家之间不受限制。欧盟
以外的公民可以在马耳他身份管理局的网站
(www.indentitymalta.com)上找到有关免签
国与签证申请流程的信息。马耳他实行了
一套面向来此就业生活的欧盟以外公民
就业和居住申请的快速通道，此类
公民需要具备高级专业知识。

住宿体验
这里有许多五星级的国际豪华酒店供高端
旅客和全球商业精英下榻，如希尔顿、雷迪
森、万豪、洲际、拽根那拉威斯汀度假村、
凯宾斯基、科林西亚和腓尼基马耳他。精品
酒店克拉皇宫城堡酒店也可为旅客提供优越
的住宿体验。另外，马耳他还有大量的价
格更为友好的三星级和四星级酒店。

旅行简况

舌尖美食
谈到餐饮，马耳他总是会令食客们惊
艳。这里的美食融合了地中海的风味特
色，又深受意大利的影响，种类丰富的新
鲜食材从农场和海边直抵餐桌，让人胃口
大开。食客在餐厅中能够品尝到各种国际
风味，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餐厅供人选
择，既有巴洛克风格宫殿中精致的城
市餐厅，也有温馨的家庭餐厅，
还有位于海边的海鲜餐馆。

前往方式
作为一座先进的金融中心，马耳他的
交通十分便捷。马耳他国际机场是岛上
唯一的机场，从大部分欧洲城市出发，
可以在两三个小时内到达马耳他。这里有
马耳他航空、国家航空，以及德国汉莎
航空、阿联酋航空、土耳其航空、英国
航空、意大利航空、瑞安航空、易
捷航空、维兹航空等各大航空公
司为旅客提供定期航班。

交通出行
由于马耳他国土面积不大，因此不存在
远距离出行，驾车可以在一小时内穿过整座
岛屿。但是与许多其它的成功商业中心相似，
马耳他在高峰时段也存在交通拥堵的现象，建
议出行避开高峰期。马耳他与英国一样，汽车
是左侧通行。汽车的租赁费用低于其他西欧国
家。所有主要的汽车租赁公司都在马耳他开设
了业务。当地公司也提供汽车租赁服务，可
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雇用一名司机。公共
交通系统既安全又便宜。道路和公交
服务覆盖整个马耳他及戈佐岛。

在马耳他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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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耳他生活
欢迎外籍人士

很长时间以来，马耳他的
经济增长与来自国际公司
的投资吸引了一批雄心勃
勃的外国专业人才。现在
马耳他的人口中有大约
6%的外来人口，其中许
多人来自英国、斯堪的纳
维亚、意大利和西班牙，
还有的来自法国和德国。
绝大多数的外国人可以很
容易地在马耳他结识新朋
友；他们的朋友既包含本
地人，也有其他外籍人
士。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最宜人的气候

马耳他每年有超过300天
的晴天，居住在这里的
外国人常常令家乡朋友羡
慕不已。夏季气候炎热干
燥，冬季气候温和宜人，
《国际生活》杂志将这里
评为世界上气候最宜人的
地区。即使在冬天，马耳
他也可以享受到平均每日
5到6小时的阳光，到了
夏天，每天光照时间超过
12小时。

阳光下的家园

马耳他适合购买或租赁的
房产种类繁多，有家具齐
全的公寓、农舍、配备
泳池的别墅，甚至还有豪
宅。想找到一间附近有便
利设施的房子十分容易。
许多本地与国际地产中介
提供房屋买卖与租赁服
务，可以帮忙寻找合适的
物业房产。

马耳他的工作时间与其他
国家相仿，但是许多外籍
人士都认为在这里，他们
的生活与工作得到了更好
的平衡。在这里加班并不
是常态，只是偶尔才会出
现的情况。马耳他的国土
面积很小，这也就意味着
海滩、体育设施和餐厅都
近在咫尺。与许多南欧国
家一样，马耳他社会的家
庭观念很重。这同时意味
着，晚上和周末的时光通
常不会受到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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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耳他国家不大，但在这里，人们可以选择精彩纷呈的生活方
式，从都市的、世界性的、奢华的生活方式，到休闲的、乡村的生活
方式。这里的购物、文化和休闲活动数不胜数，价格也并不昂贵，马
耳他为外籍人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充分享受生活的多姿多彩。
生活成本

虽然生活成本有所上升，
马耳他的成本仍然是欧洲
最低的，在全球范围内排
在中等。平均生活成本是
世界上最昂贵城市的三分
之一。马耳他的日杂用品
价格高于东欧国家，但是
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全球
商业中心便宜很多。

商业机会

尽管金融产业是岛上重要
的经济支柱，但是马耳他
的经济不仅依靠其金融发
展：这里的经济呈现多元
化发展态势，发展状态极
其乐观，产生了各行各业
的就业机会，如教育、健
康、博彩、海事和航空等
领域，不一而足，为岛上
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这就
是说，对于跟随伴侣来到
马耳他的一方来说，想要
找到一份工作不是件难
事。

户外活动

马耳他的地中海气候全年
都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不
论是水上运动，高尔夫，
徒步旅行，还是钓鱼、骑
马等，都可顺利进行。这
里是潜水和浮潜的绝佳地
点，这里的海水温度全
年都在13 ℃（55℉）以
上。马耳他有一个高尔夫
球场，位于马耳他皇家高
尔夫俱乐部，岛上还遍布
着健身房，足球俱乐部，
水球俱乐部。

乐活马耳他

几乎从任何办公楼或住所
都可以步行到达海边、咖
啡馆、餐厅、俱乐部、电
影院、剧院、体育俱乐部
或健身房。马耳他有许多
盛大的文化节与艺术节。
每个城镇或村庄甚至还会
每年举行单独的宴会和游
行，祭拜他们的守护神。
对有购物需求的人来说，
马耳他的购物中心鳞次栉
比，出售各种著名品牌，
还有许多可以买到本土产
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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