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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动力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是因为致力于创造不同。我们创造了任何
事情都不可想当然的独特文化。所有的业务都经过了反复尝试和
检验，不断进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改善。我们将商业经验和专业
追求与卓越、正直以及透明度的理念结合起来。

我们的文化
事务所的文化是以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与客户的共同参与而闻
名，有着理解客户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持。而且，我们着重
于独立、透明度和响应能力。我们以成功完成客户的项目来衡量
高效的团队合作，我们全面采取以结果为基础的方法，所以客户
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强调积极的开放的态度的重要性，
所以事务所上下皆认为问题的出现意味着机会的出现，因此作为
提出建设性解决方式的顾问，我们的名誉常存。

我们的人才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壮大，离不开充满活力和雄心勃勃现代专业人
才。他们想要改变世界，重新定义专业市场和使传统行业恢复活
力和现代化。

市场中的事务所
高奇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跨越法律、税务、信托和会计服务。事务
所拥有来自于许多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这种无以伦比的跨学科
的融合使得我们的成员有着极佳的学习经验和为客户取得了各方
面的成绩。事务所的客户定位恰到好处，即为高净产人士和家
族、所有者经营的公司和大型企业服务。高奇律师事务所也是全
球的很多的顶尖专业的公司在马耳他选择的律师事务所。

首选律师事务所

http://www.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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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
120, St.Ursula Street, Valletta VLT 1236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总部设立在马耳他的首都和金融中心，瓦莱塔，
在一座精心修复的优良的建筑里；该建筑可以追溯到圣约翰骑士团
时期。作为一家马耳他律师事务所，我们提供专业的咨询和为众多
企业服务，后者包括了专业投资人员、航运公司和科技公司。我们
为我们能够提供全面的一站式服务和结合各专业的事务所而自豪，
而且我们在马耳他的营业处将该优势展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的律
师和会计师以及专业的税务和金融人员一起并肩合作，为我们的客
户定制符合其需求的方案。我们的马耳他的专业人士提供众多的服
务，主要擅长的领域是公司法、私人和公司税务、金融服务法规、
知识产权、科技、网上博彩、航空和运输法。因为马耳他是欧盟成
员国，优质的监管，具有已获得的和具有竞争力的财政制度，马耳
他迅速发展成金融中心，而我们在马耳他的办公司向对马耳他的机
会感兴趣的人士提供一个优质的平台。

我们的办公室

http://www.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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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21 Vasili Michailidi Street, 3026, Limassol, Cyprus

塞浦路斯已经成为各种企业的法定住所，特别是那些计划在金砖四
国进行投资和开展业务的企业。塞浦路斯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设
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及一个极好的双重征税条约网络所
支持的一个有效的财务制度，加上阳光明媚的地中海地区的所有标
志。我们在塞浦路斯的代表处主要侧重于从企业结构和税收优化的
角度考虑管辖权提供的机会，同时也有一个专业团队来处理更广泛
的法律问题。我们在马耳他（总部所在地）和塞浦路斯的双重存
在，将我们至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即可以在两个司法管辖区的跨境交
易中担任顾问的角色，具有众多历史、商业和政治的相似之处。

http://www.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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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259, Temple Chambers, 3/7 Temple Avenue, London EC4Y 0HP

伦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各行各业最重要的市场
主体的平台。我们在伦敦的办公室不仅是我们伦敦客户的联络点，
也是我们国际客户的一个常用联络点。由于我们具有宽广的关系网
和众多合作者，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在圣殿达到的办公室协助客户
处理具有英国因素的事宜。除了作为一个处在非常方便的位置并且
非常方便的接触点，我们在伦敦的办公室还设有我们的金融服务监
管的咨询团队的一部分，在为基金管理人、集体投资计划、金融机
构、保险中介机构、代理人和委托人以及外汇服务提供者提供许可
证和合规咨询服务方面经验资深。

http://www.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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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
Seehofstrasse 4 Zürich, CH-8008 CH

在苏黎世，高奇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坐落在享誉世界的银行、资产
管理、保险及另类投资产品的中心。我们的苏黎世办事处协助成功
的企业家、家族企业和机构利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金融中心。我
们的苏黎世代表处的负责人罗杰·布莱滕斯坦先生负责提供国际居
留和入籍规划的专业咨询服务，特别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项目，
以及国际税法。他还协助私人客户完成所有的移居需求。除了为私
人客户提供无缝服务外，他还担任着计划于马耳他-塞浦路斯律师事
务所合作的瑞士律师事务所、银行、金融顾问和家族办公室在苏黎
世的首要联络人。此外，我们还提供有关马耳他航空器所有权：增
值税和税收优惠；和超级游艇所有权和管理：增值税和税收优惠，
马耳他信托基金会的咨询服务。

http://www.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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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为全球企业和私人客户提供法律、税务、信托、会计和担保服务的专业服务律师
事务所。 因为马耳他以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而出现， 高奇律师事务所与其创始合伙人的一贯的专业实
践，使他们在马耳他的法律和金融服务行业闻名。 我们律师事务所享有高度的国际形象，并也在马耳
他首都瓦莱塔（Valletta）不同的办公室外运营。

高奇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的使命是，为客户寻求一流的、充满活力的和创意的商业和金融服务律师是事务所的首要任
务。我们律师事务所强调现代律师的价值是需要超过传统法律实践的韧度，律师担任的角色是要更广泛
的成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中值得信赖的顾问。

高奇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高奇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为高净值人士、家庭和企业主就如何通过我们的项目获取第二居留权或者国籍提
供咨询服务。我们专门协助客户通过投资获取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国籍。目前处理所有的入籍申请，１０
０％的成功率。我们还协助客户取得加勒比国家的国籍和希望在欧盟国家获得第二居留权。

我们是一家跨学科的律师事务所，这使得我们能够协助客户如何通过我们的项目在取得居留权或者入
籍，包括移民前税务规划、移居事宜和购买或者租赁房地产等提供服务。

高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高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我们的顾问分公司，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因为我们的广泛的专业知
识，我们可以向寻求专家咨询意见的私人客户、企业和公司无缝服务，有着优秀的成绩和在马耳他和塞
浦路斯的实践经验。我们的顾问为私人客户，最主要是高净值人士和成功的家庭，在财富结构、资产和
税务规划方面提供协助，也提供房地产方面的咨询意见。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我们的专业知识是极其广泛的。我们的顾问都是来自不同领域，包括金融服务、公
司、商法、知识产权、信息通讯技术、博彩和税务专家，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符合我们所有
客户需要的特殊的一站式咨询服务。

克莱瑞斯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的信托团队，发挥着作为国际高净值私人乐乎及其家庭的家族办公室的作用。克莱瑞斯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时一家独立的马耳他信托管理公司，通过了马耳他金融服务局的授权的专业信托公司。

© CHETCUTI CAUCHI | 事务所简介 12

公司概况

客户与同行对让·菲利普·切特科帝博士的评价：
“一位以客户为导向又有商业头脑的律师”
“专业、 反应敏锐，极其擅长在困难的情况中找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丰富的专业知识”
“高度诚信，清晰和个人参与”
“在马耳他合作的最好的服务顾问之一”

http://www.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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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领域

公司&商业

· 合并&收购
· 公司成立
· 尽职调查
· 清算
· 公司搬迁
· 重组

金融服务

· 电子货币&支付机构
· 基金
· 证券

家庭与财富

· 信托&基金会
· 资产规划
· 继承
· 家族办公室设立
· 家族企业管治

海事 & 航空

· 游艇&船舶登记
· 航空器登记
· 税务管理

税务

· 移民前税务
· 个人税务规划
· 国际税务规划
· 商业税务规划

 科技

· 网上博彩经营许可证
· 数字游戏
· 知识产权
· 电信

居留与入籍

· 投资入籍
· 投资永居

房地产

· 房地产咨询服务
· 法律尽职调查
· 产权转让
· 房地产搜寻

资本市场

· 主要上市
· 另类上市
· 中小板企业上市板

税务

http://www.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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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上博彩平台申请技能博彩游戏的经营许可证

该客户， 是一家国际网上博彩平台，多年来一直是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客户。客户提供基于技能的网上
博彩游戏。直到2017年1月，技能博彩游戏在马耳
他都不能获得许可证的。2017年1月24日出台了
一项新的技能博彩游戏法，是由我们律师事务所参
与草拟法律，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的。

在密切遵守新法律的起草和颁布后，我们律师事务
所积极采取行动，通知客户有关立法的变化，并建
议在这方面必须采取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博彩业团
队协助客户从马耳他博彩局获得客户经营许可证。
客户的博彩业需要博彩业律师对其性质的复杂理
解。博彩团队在与客户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起草了提
案，并反映了客户的需求，证明了它的专业性。提
交给管理局的建议阐述了适用于该案的立法的一些
关键方面。该公司成功地获得了客户操作的确认，
无需额外的许可证要求。

运油公司

一家主要在波斯湾经营的国际运输公司来我所接
洽，该集团旨在扩展业务，意图通过一家马耳他公
司登记和运营的悬挂马耳他国旗的船舶，强力启动
洽租油轮的项目。

我们团队接受其委托，在马耳他船舶登记处登记其
船舶。该项目包括4艘油轮——3艘原油油轮和一
艘小的成品油轮。多亏了装备精良的团队和与股东
的紧密合作，尤其是经常与我们合作的本地调查员
Naval Architectural Services，数月之内就完成了
船舶登记。最重要的是，因为财务问题，尽可能快
地完成了。而且，我们律师事务所负责提供马耳他
公司结构的咨询意见。

精品酒店的收购交易

一家荷兰房地产投资人与我们律师事务所接洽，协
助他们在马耳他寻找适合经营精品酒店的房地产，
让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乡村或村庄的生活、历史和
文化。

团队根据马耳他法律条款对房地产交易各个方面提
出建议，包括办理手续和买卖交易过程，以及税/
印花税问题。我们团队进一步协助业主聘请一名建
筑师对该房地产进行检查，以审查该房地产的结构
状况，并提供评估所需修复工程的价值。我们律师
事务所也同时查看上述古建筑可利用欧盟基金和政
府补助为装修方案和任何许可和授权要求。

这笔交易的成功源于我们律师事务所能够提供给客
户的多方面咨询，涵盖了买卖交易的所有方面。
交易的成功不仅局限与仅是一个客户的商业交易，
但也是一个机会，把这座由十六世纪的宫殿复原到
其原始的荣耀，继续为马耳他的遗产给予生命和色
彩。

上海电力

近年来，我们通过向中国跨国电力公司上海电力
（SEP)收购马耳他能源公司的少数股权和德利马拉
三期电厂的多数股权一案提供咨询服务，为中马关
系留下来深刻的影响。高达三亿的外国直接投资，
是马耳他迄今为止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仅
是马耳他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中马关系
的重要里程碑。因为互惠的交易为上海电力和马耳
他政府未来在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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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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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与入籍

首先，我要感谢您让我们获得了一个愉快的经历，我们对结果感到非常
高兴和满意。

我做了一些关于马耳他的研究，我意识到它是欧洲最和平的国家之一。
除了好客的马耳他人和可以使用我自己的语言之外，是可以在欧洲一直
在不同的4个季节里享受好天气的国家。
我去了马耳他并有机会见到高奇事务所的办公人员，我立刻注意到他们
对每一个细节的关注态度和高度专业和礼貌的工作方式。我很高兴我选
择了委托高奇事务所，在这一年里我已经顺利的完成尽职调查程序。他
们让我感觉其程序看起来很轻松，在遇到事情被推迟，他们会马上介
入，定期通知我进展和避免延误。

老实说，我觉得公司以最迅速和专业的方式完成了工作，真的出乎我的
预料。

最后，我感谢这个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国家，并允许我们成为其中的一
部分，我希望我们能够为其增值，并将在各领域促进这个国家的发展。

Fadi Mehio 
私人客户

投资入籍
高奇的专业公移民律师团队致力于向全球私人客户和高净值人士提供健全的马耳他和
塞浦路斯国籍法咨询和跨境移居帮助。我们屡获殊荣的移民法律团队是马耳他最资质
最老的专业移民法律事务所。我们已经成功的代理了个人和家庭包括外籍退休人员，
移民求职以及《财富》榜上有名的的娱乐圈和体育圈的富裕人士的申请。

我们还提供切实可行的移居协助，从动产的运输到找上学事宜、租赁或购买房地产、
取得驾驶执照以及健康保险。

认识到及时合规的重要性，高奇的团队会确保客户接收到最新的官方消息。此外，为
了提供全面的服务，与我们合作还有一批海外律师事务所、移民专家、房地产专家和
外国税务从业人员以提供搬迁和税收居所等远远超越基本法律要求的专业援助。

投资永居
在高奇事务所，我们专注于为世界各地的私人客户提供完善的移民法律咨询和跨境移
居帮助。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为私人客户和高净值人士提供专业协助，争取在马
耳他和塞浦路斯获得退休、海外生活、国际商务旅行、财富规划或税务等方面的居留
许可。以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以及在欧盟的节税居住解决方案，我
们越来越多建议根据适当居所计划迁移至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以达到税收优化机会。我
们与一些海外律师事务所，移民专业人士和税务从业人员合作以提供移居以及本岛税
收居所的专业协助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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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马耳他可提供各种高度创新的基金结构，包括专业投资者基金（不属于AIFMD的马耳他对冲基金）、另类投资基
金、公告另类投资基金（马耳他提供的创新基金产品、可转让证券投资计划（零售基金）、私人基金和非可转让
证券投资计划以及认可注册细胞公司。本公司的金融服务团队由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在设立和管理资金方
面拥有广泛的经验。除了协助客户组建和设立资金外，我们还在后期许可阶段提供持续的咨询服务。我们协助客
户起草所有的监管文件，包括提供备忘录和辅助协议。我们提供“一体化”服务，将客户连接到管辖范围内的高
素质人员和服务提供商，并通常作为项目各个方面的主要参考点。我们公司在处理基金和基金经理的事务方面拥
有丰富的经验，并特别关注创建非正统投资策略或采用非常规投资策略的资金。我们专门的基金和基金管理律师
和专家是根据请人的实际情况，以及现实中的需求来提供不是太法律主义，而是实用的，有建设性的建议。

证券
我们的金融服务律师还协助客户寻求建立证券化工具，作为在其他形式的资产背后筹集金融工具市场融资的手
段。我们在该领域的长期经验使我们能够协助客户完成最复杂的交易。

银行业务
我们在银行、养老金和金融服务法律以及我们的直接行业知识使我们在极具挑战性的时刻更好地为客户服务。该
公司就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一系列银行法事宜提供咨询服务，其中包括发放贷款，房地产贷款交易和抵押贷款，
联合抵押品，抵押品，安全执法，专业保密，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商务交易和商业账户等。一般许可和合规性问
题。我们对该行业及其问题的专业知识使我们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关银行及其最复杂交易的结果导向性的商业建
议，并且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商业问题。我们的银行和金融团队由来自银行、资本市场、公司、税
务、诉讼和房地产业务的律师组成的一个多学科小组，他们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银行合作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广
度和深度经验。高奇律师事务所提供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有关银行和受监管的金融机构，许可证，业务和传统
实体法问题的咨询。该公司还提供有关网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法律和监管方面的专门知识，特别是网上银行和在
线支付系统。

投资服务
该公司的法律实践围绕着马耳他作为欧洲金融服务枢纽的角色。我们在金融服务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使我们成为马
耳他和外国客户的首选顾问，协助其将马耳他为公司的中心，总部或者财务分之机构。我们的投资服务咨询实践
小组享有广泛的行业专业知识，使我们的专业人士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许可证和合规性，企业和个
人所得税，会计和项目管理。
我们与基金经理广泛合作，旨在为需要投资服务的客户提供最佳服务。

电子货币机构和支付机构
说到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塑造行业，如金融科技现象，我们公司可以以先锋的角色
而自豪。因此，寻求在马耳他建立电子货币机构和支付机构的几个客户毫无疑虑的选
择了我们的服务。在高奇律师事务所，我们已经协助了一些支付服务运营商以及电子
货币机构和他们当地的设立程序。我们通过汇编和准备所有申请文件，管理与当地监
管机构的沟通，并就法规，税务和公司事务提供咨询。通过我们的“实地”知识，我
们可以真正指导客户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开展业务。

金融服务

“我们跟高兴和高奇律师事务所合作，取得马耳他金融机构经营许可
证。高奇律师事务所的金融服务团队很是高效、专业和可靠。我们认
为玛利亚·切特科帝·科西，……知识非常渊博，而且平易近人，为
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和及时的咨询意见。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非
常乐意向其他企业推荐高奇律师事务所。”

Branislav Trajkovski, 
2016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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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商业

我十分感谢高奇律师事务所为了达到客户的要求作出的承诺。我非常满意他们为我
在马耳他设立公司时提供的咨询意见，而且我会毫不犹豫地向其他商业伙伴推荐高
奇律师事务所。

尽职调查 
我们高奇律师事务所的尽职调查团队与事务所里的其他团队紧密合作，包括我们的公司法和商法团队。
我们的律师在公司法和管治、证券法规、金融和其他成功达成交易的公司重要规章制度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我们的尽职调查律师通过分析和量化与其领域相关的风险、其运营的国家和具体交易的风险为客
户帮助。我们为客户进行所有的必要的尽职调查来决定合同和代表客户调查其他公司，发现并且仔细分
析客户没有意识到的潜在的风险。

清算
我们的公司法律师就清算和公司解散通过提供时效性和完全保密的咨询意见，为公司提供 帮助。所有的
法律文件和其他清算要求方面，我们的专家为客户提供帮助。

企业移民
我们的马耳他企业移民服务小组致力于为个人、家庭和企业员工提供全面的安置服务和支持。我们独家
的服务让您搬到马耳他前后期间的过渡期更容易。鉴于事务所丰富的资源和经验，我们的公司移民服务
团队提供专业的搬迁安置服务，且方式灵活，能够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

兼并收购
我们事务所的区别在于我们致力于成为一家多元化律师事务所，提供协调一致的全面服务，以最有效的
方式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运用我们专业的知识，提供引导， 让我们并购客户可以顺利进行复杂的交
易。我们的兼并＆收购律师协调买方或卖方的代表，同时与高奇律师事务所其他执业团体的律师携手
合作，为如今复杂的交易提供关键的支持。因此，我们还提供其他方面的建议，包括税收、反垄断和竞
争、房地产、银行、金融服务和诉讼服务。

公司组建
高奇律师事务所已经成为一家领先的公司成立和管理专家，使用最新的管理方法和采用最新技术来确保
为国际商业界提供及时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我们的公司服务部致力于提供一系列公司管理服务，包
括公司成立、公司秘书、后台管理服务、税务合规、会计和审计服务。我们专门从事马耳他和塞浦路斯
公司在当地和国际业务、电子商务、银行和金融服务、持牌网上博彩活动、经许可的投资服务、集团融
资、集团财务业务和知识产权管理以及版税转移等方面的业务。高奇律师事务所是在欧盟寻求一站式公
司管理解决方案的公司的首选企业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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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

房地产咨询服务
我们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拥有丰富的房地产交易经验。我们的房地产律师和策划顾
问可以提供的咨询服务有：住宅，商业，综合用途及工业产权收购，出售和租赁; 住
宅，旅游和工业房地产开发; 政府许可证和程序。高奇就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购买，
租赁或开发房地产的所有法律方面提供咨询意见。我们与银行，建筑师和有关各方紧
密合作，确保物业交易顺利进行。我们还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协调内部项目管理服
务，进行住宅和商业物业转换或翻新项目。与税务及地产策划律师合作，我们可以根
据客户更广泛的资产保护及继任计划，就购置物业的适当车辆提供意见。

法律尽职调查
我们的团队将审查房地产所有权人的合法的权利，确保该权利无瑕疵。在该程序中，
我们识别任何产权负担，例如特殊抵押权、担保或者其他使房地产有产权负担的的抵
押。该程序也决定房地产是出售其不动产所有权还是任何地面使用权或者第三方使用
的其他权利。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及时修正任何的缺陷，确保最终销售合同的签订
和执行。

产权转让
我们在房地产领域的经验资深，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面的产权转让服务。我
们在初步协议、最终的销售合同和任何与成功转让产权的必要的材料的起草、审核和
谈判提供帮助。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充分保护客户的利益。我们通过专业评估各方的优
势和进行谈判来确定我们充分保护客户的利益。

房地产搜索
在高奇律师事务所，我们提供全面的内部的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我们协助客户搜寻
房地产，以达到申请居留或者入籍项目的要求。我们寻求在搜索房地产时与客户目
标、环境和想法一致，以便向客户提供定制的咨询服务，且符合客户的利益。我们还
提供房地产检查服务，确保房地产没有结构性缺陷和确保该房地产合法合规建筑。我
们的首要目标之一是确保客户在购买房地产时，避免主要陷阱，例如产权瑕疵。

我与高奇律师事务所的经历特别好。当我在寻找在马耳他代表我的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我通过事务所的
网站找到了他们。我选择高奇是因为他们立即回复了我所有的询问以及他们提供的信息非常详细，而且
最后证。明这信息都非常的精确。我和我当时聘用的房地产公司确认，再一次证明我的选择是最好的。
我们当时合作的项目是，在马耳他购买房地产，因为我和我的家庭移居马耳他后居住的房子。高奇律师
事务所是一家非常优秀的高标准的律师事务所，我对他们一人为本的态度印象非常深刻。从一开始，我
就觉得很安全,我带着经意与他们合作，我觉得他们是正确的合作伙伴。我不得不提的是他们在非办公时
间也会恢复我的邮件。如果Anna Marie或Daniela不在的话，Silvana总会为我提供帮助。她们三个一直为
我提供最新的信息。另外，他们与房地产公司的合作也是完美的。我期待再次与他们合作。

在马耳他寻求居留的私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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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主要上市
上市时公司筹集资本和提供股票市场的有效方式我们律师事务所成功协助几家公司筹
集资本，指导他们履行相当要求，且最终在马耳他证券交易所上市。马耳他是欧盟国
家，在金融服务领域名誉极高，而且，在马耳他证券交易所上市，具有国际知名度，
被认为是通向欧盟市场的的网关。

另类上市
我们律师事务所还为有潜力的但是不符合马耳他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要求，即无法筹
集资本的公司提供协助。在了解他们的目标和情况之后，我们通过马耳他另类公司上
市板（ACL）为这类公司提供帮助。因为另类上市的要求更少，但仍有欧盟通行权和
国际知名度。

中小型企业上市板
尽管另类公司上市板比主要上市的要求要低，但是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和家族企业仍
然不能通过该方案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因此，马耳他证券交易所创造了中小型企业企
业上市板，通过该上市板，家族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可以上市，筹集资本，从而促进经
济的发展和创造就业岗位。我们律师事务所以为小型企业提供精品服务而自豪。为了
协助这些企业，我们设立了Prospecta，高奇律师事务所的企业融资团队，担任公司
顾问一职，为中小型企业上市提供帮助。

我们和高奇律师事务所取得马耳他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的合作非常地愉快。高奇律师事务所的金融
服务团队在整个过程中一直都很高效、专业和可靠。我们认为玛丽亚·切特科帝·科西博士、斯蒂
芬妮·格雷奇博士和多米尼克·法索罗知识非常的渊博和平易近人，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及时
的咨询意见。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很乐意向其他的企业推荐高奇律师事务所。

一位非欧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支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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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私人客户服务提供完美的配置服务，具有非常高的专业服务水平和对查询的快
速反应。是在马耳他合作伙伴的首选之一”

Elene Bruggisser
家族办公业务 Pte 公司

信托&基金会
马耳他的信托法允许对个人的财富和财产的有益而安全的保护。信托已成为马耳他资产保护和资产管理的非常
灵活和有效的手段。高奇律师事务所提供适用于国际信托市场的综合建议。我们通过信托以及在马耳他，塞浦
路斯或其他地方设立和管理信托以及根据“海牙公约”承认外国信托，为税收筹划提供协助。我们律师事务所
的信托公司经过马耳他金融服务局授权，并根据《信托与受托人法》进行监管，提供专业的信托管理和信托服
务。我们能够在私人或商业交易中担任代管人，并以信托身份持有资产，包括公司股份，或作为受托人，以确
保最大的资产保护，保密性和适当的继任计划。
马耳他基金会是构建财富和物业规划目的的高效手段。根据马耳他法律，可以建立私人基金会或目的基金会，
后者则是财富管理和房地产规划的有效手段。除了拥有设立克莱瑞斯基金会以及高奇律师事务所慈善基金会的
第一手经验，我们由律师、会计师和税务顾问组成的专家团队也会协助客户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设立基金会。

家族办公室设立
我们的家族和财富律师协助客户设立家族办公室。我们与许多的成功富裕的家庭合作，帮助他们设立家族办公
室，他们因此可以更好管理他们企业投资、财务责任、报告要求以及慈善目标。我们的律师不仅仅帮助这些家
庭设计成功的商业企划，以助家族企业长期繁荣，而且还协助他们正确组织家族办公室和选聘人才。通过全面
的税务分析和管治事宜，我们的专家能够为协助这些家庭设计和设立家族办公室、设立私人基金会和信托、组
织企业投资、慈善规划，以及协助他们提高家庭成员之间的企业教育和沟通，确保家族办公室适合其长期的目
标。

家族企业管治
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结构化做法超越了提供标准的财富管理服务。我们公司的多学科性质使我们能够为商业家族
提供全面的内部服务，以满足其特定的业务需求以及个人家族目标。我们经验丰厚并且富有商业智慧的律师对
这些家族的需求也很敏感，并就如何增加家族企业的潜力提供建议。我们为客户建立了家族投资工具，共同投
资平台，实施上市退市策略。我们还可协助寻求建立坚实的商业计划并满足其继任需求的家族。

继承
凭借丰富的经验，为高净值人士和成功的家庭服务，我们的私人律师能够提供关于继任规划的健全咨询意见。
我们提供协助接受信托财产; 支付继承税; 起草任何必要的合同; 代表您在马耳他或塞浦路斯的利益（以委托
书）；起草遗嘱，管理马耳他或塞浦路斯财产，并接收遗产或无遗嘱继承财产。

资产规划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资深资产管理团队专门实施和管理企业、信托结构。我们的团队与
所里的其他团队紧密合作，为的是为在马耳他的私人居留和移居方案提供辅助服务。
马耳他是设立信托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在世时还是遗嘱和基金会。这些企业通
常选择保存家族所有的企业或者通过艺术收藏或者历史建筑这类家族传家宝。我们律
师事务所在资产保护和资产管理方面有十五年的经验。

家族产业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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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移民前税务
马耳他为那些获得马耳他公民身份但不在这里居住的人提供税收中性环境，但也为在
马耳他选择税收居留的外籍人士提供无与伦比的优质生活和税收优化机会。马耳他以
高品质生活地以及身处欧盟国家的低税收永居权的名声日益增长，作为申办马耳他移
民律师，我们强烈建议客户抓住根据适当居所计划或居留计划移居马耳他的税务优化
机会。

个人税务规划
我们的公司起源于精品税务咨询业务，专注于为高净值人士和自我经营的企业提供量
身定制的咨询服务。因此，了解具有复杂国际投资组合的高品质客户的需求是本职工
作的一部分。我们不提倡千篇一律的“产品”，而是侧重于清楚了解客户的需求，以
提供真正个性化的服务。
今天高奇律师事务所得以被认可为寻求定制税务咨询解决方案客户的首选顾问，得益
于这种文化的深切贯彻实施。

国际税务规划
我们的国际税法咨询事务所汇集了来自各种学科的一些专业人士，力求将法律和会计
专业的专业知识结合为一个最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一致的方案。
我们对一系列的行业包括医药、网络博彩、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教育、自然资源的
丰富经验，高科技制造和时尚，有关他们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方面有着丰富的咨询经
验。我们精心挑选的国际税法团队由有才华的人士组成，他们均是领域中屡获殊荣的
专家，可以保证为客户提供最有效和创新的建议。

企业税收规划
高奇律师事务所的税务团队是一组被受尊敬的精英税务顾问团队，所拥有广泛的行业
专业知识，使得高奇律师事务所成为能够全方位的处理客户各种敏感的税务问题首选
顾问事务所。除了向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外，高奇律师事务所还经常受托向其他律师事
务的客户提供税务咨询服务。我们对公司税务的服务延伸到物业税和增值税，通过电
子商务税、能源税、信托和房地产策划、投资基金税和处理税务纠纷等。作为一家事
务所，我们始终采取切实的方法，避免将自己局限在仅能提供指上谈兵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综合考虑到任何企业的日常需求并以可实现的方法来执行的高
度精确服务。

自从2009年，我就一直使用高奇律师事务所的各项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移民、移
居、工作许可、公司登记、税务陈述，我会向任何在马耳他寻求一站式法律服务的
人推荐这家律师事务所。专业、高效和名誉好。

Ilgar Neymatov - Pronto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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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律师事务所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十分优秀，无论是申请许可证、与客户谈判，还是谨
慎的运营策略。向我们集团下的公司提供服务时，尽管我们的公司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
语言要求，高奇律师事务所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
我们骄傲我们是高奇律师事务所大家庭的一员。当他人失败或者放弃时，你们自信地成功
了。我向你们以及你们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耐心且专业地解决我
们不同的法律问题。如此优秀的结果，我非常地感恩。”

博彩&知识产权客户聘用高奇律师事务所作为其在马耳他的法律顾问

科技

数字游戏
作为马耳他将其专业知识扩展到数字游戏领域的先驱，我们律师事务所资深数字游戏团队能够提供专业的
咨询意见，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和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以为这个充满活力的快速的领域提供
数字游戏法而自豪，就众多事宜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包括公司组织规划、许可证要求、取得学科正前后
的要求、起草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商标登记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

网上博彩经营许可证
自从２００年博彩业开始出现时，我们的网上博彩业团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作为一流的网上博彩业律师事
务所的名声。从此以后，我们的律师通过帮助计划在马耳他设立办公室的博彩业公司，以及马耳他博彩业
的主要利益相关人（例如马耳他远程博彩经营许可证、马耳他彩票和博彩局）获得了许多经验。我们对该
行业有很好的了解，熟悉不同的运营者的特殊需求。随着我们在马耳他的成功，我们的网上博彩业团队的
服务范围不断扩展，向博彩公司提供申请马耳他、英国或者库拉索博彩经营许可证的服务。我们的典型客
户包括了提供博彩平台的软件公司、传统的赌马业者转向线上、赌场机械供应商转网上赌场服务、网上扑
克室经理、数学家或者金融专家，在这个新兴、复杂和混杂的博彩行业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不需要
许可证但是仍然涉及博彩业和提供博彩服务的博彩经营者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白标服务供应商、联营公
司、数字游戏供应商、销售公司、以及其他无需监管的博彩经营者，我们也为他们提供服务。

知识产权法
在高奇律师事务所，我们力求将实用的业务方法应用于每个客户的知识产权事宜，从而获得符合客户业务
上需求的结果。我们的知识产权实践团队总部位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为个人和实体提供广泛的咨询服
务，旨在保护他们的想法、标记、发明、作品和设计免受潜在威胁。

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在明确并确定了手上有对项目最合适的选择时，会通过不同层面（本国，欧洲或国际
化的）知识产权管理组合，规划，协助客户实际实现所需的保护，编制必要的文件，并与有关当局有相同
备案。

我们律师事务所还处理任何争议解决事宜，包括谈判、调停、域名争议和假冒缉获。

与电信法
高奇律师事务所深谙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为ICT行业提供的优惠政策，其优惠政策包括对于电子商务，技术和
通信行业，能为寻求从广泛的财政和财务效益中受益的个人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团队包括企
业和税务顾问，确保能顾及到所有有关交易的事务，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我们专门从事这些领域的律
师，可提供专业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以应对不断变化的ICT，电信和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我们律师事务
所各部同事保持有良好的密切合作关系，包括税务顾问，会计师，知识产权和就业律师。除此，我们与银
行、政府部门、审计师、支付网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协同中心都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会在必要的特
定项目中进行沟通，携手合作。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能确保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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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航空

税务管理
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享有在欧盟非常有吸引力的的游艇税收制度，
从而会获得免付该增值税的可能。 有大量的游艇会选择通过高
奇为其申办登记获得马耳他或塞浦路斯船旗。 我们的海事法律
团队会全程协助客户成功登记注册游艇，准备所有必要的文件，
以及提供法人协助和健全的税务咨询。

游艇和船舶登记
高奇律师事务所提供全方位的海事业务，并且与海事相关产业有
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律师事务所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从事一系列
海事业服务，包括马耳他船舶和游艇的登记、马耳他光船租赁登
记、船舶所有与船舶管理公司的合并、协助融资、租赁协议的起
草、起草/审核抵押证明文件、抵押登记和解除，以及构建和税
务规划。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都提供这些服务。

航空器登记
我们律师事务所与马耳他民航部门有着良好的关系，因而可以确
保客户在私人航空器登记的整个过程中收到的服务是高效的。我
们律师事务所的跨学科的精神，我们因此能够为达成目标提供“
一站式”服务，也能提供所有与私人航空器登记有关的辅助服
务，包括公司成立和管理、税务咨询和税务合规。

“CC在英国船舶登记处登记游艇的方案十分的专业。意见非常直截了当，和他们律师事务所合作非常
的愉快。”

Charles Pat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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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Philippe是高净值人士，国际家庭
和家族企业的私人客户律师。他是居留&
移民法，国际税务，信托&财产规划，家
庭办公室规划，家庭企业管理和国际资产
保护等方面的专家。他是第一个由马耳他
身份部门授权的马耳他个人投资者项目的
代理人。他在该领域获得国际认可，并且
定期在相关国际会议和学术机构发言，讨
论。

博士 Dr Jean-Philippe Chetcuti  
Dip. Tax, Dip.ITM, B.A., LL.M. (Warwick), LL.D., 

TEP

高级合伙人， 
居留权&公民权

jpc@cclex.com

作为联合创始合伙人，Maria 领导公司的
金融服务业务团队，并且在投资服务和金
融监管部门就公司许可方面所有问题提供
服务。Maria是欧洲注册商标律师，受批
准的欧盟专利公约（EPO）专利律师，以
及金融服务从业者协会，信托和地产从业
者协会，马耳他律师协会成员。她在投资
服务，银行和金融方面的经验和专业，深
受认可。 

博士 Dr Maria Chetcuti Cauchi 
B.A., LL.M.(Warwick), LL.D., TEP

高级合伙人， 
金融服务&资本市场

mcc@cclex.com

Priscilla是柯卡奇的私人客户律师，领导
律所的公司&信托服务部门，并且负责为
客户设计和管理公司。她的实践经验主要
包括协助客户成立公司，收购，企业重
组，股东事务以及为公司提供日常公司法
和税务建议。Priscilla在公司，信托和税
法方面的背景和经验使她能够在帮助客户
重组资产的时候，为其解决其他的困难和
挑战。 

博士 Dr Priscilla Mifsud Parker  
B.A., M.A.(Fin.Serv.), LL.D., TEP

高级合伙人，公司&信托服务

pmp@cclex.com

Si lvana是博彩法律专家，负责与博彩
业 相 关 的 监 管 ， 税 务 和 其 他 一 般 性 事
务。Silvana 在申请许可方面经验丰富，
特别是设计在线博彩，银行和其他信贷机
构，保险和投资服务等方面。除此以外，
她还积极参与航空，就业和劳动部门事
务。Silvana是马耳他远程博彩委员会和律
师协会的积极成员。她还领导律所运输业
务部门，在海运，航空和一般交通行业中
为客户提供服务。

博士 Dr Silvana Zammit 
B.A., M.A.(Law), LL.D.

合伙人, 博彩, IP & ICT, 航空 &
航海

szammit@cc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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