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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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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公司于全球基金、财富与税务规划、信托、基金成立及相关服务的
丰富经验及专业知识；本公司定会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优质服务。

一站式基金服务平台

绝无外包服务，駐香港团队提供及时及优质的协助

富经验的基金服务团队，熟悉基金投资策略及整体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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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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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核心价值

“The Secret of success lies not in doing your own 

work, but in recognizing the right man to do it”. 

“成功的秘诀不在于做自己的工作，而在于應聘合适
的人做事”

― Andrew Carnegie

「对的人，合适的价格」（“Right People, Right 

Price”）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以“对的人 ”配合“合适
的价格”来实现超越卓越的服务，从而满足客户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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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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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asa Globo 创办人兼董事总经理
• GreenPro Trust董事兼股东
• Ever Fountain Asset Management股东
• APLUS Investment股东兼创办人
• 3R Consulting Limited 股东兼董事
• 8120.hk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亮宪先生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于基金及信托相关行业拥接近20年的专业经
验；曾受聘于美国及香港知名银行及金融机构，包括：蒙
特利尔银行／哈里斯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Old
Second National Bank，以及股权信托基金等，协助客户设
立达数十亿美元的信托和基金。任先生持有财务策划师学
会颁发之「专业财务策划师」资格，及「私人银行家资格
认证」(Certified Private Banker)资格认证。任先生有在“港
股策略王”刊登每周的财经专栏，也经常被邀请到一些亚洲
区的会议及论坛。

任亮宪 Edward Yum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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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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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現已在開曼群島開設新辦公室！自2014年起，Ayasa Globo一直在香港基
金行业积极发展，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基金及合规服务平台，并致力于量身定制的架构
及解决方案方案。

为了充份满足客户对于全方位服务的需求，本公司已将业务重心扩展至开曼群岛，进
一步拓宽了Ayasa Globo的服务范围，期望与客户共创双赢，鸿图大展。

Ayasa Globo的開曼群島新辦事處

地址:
Suite A, 1st floor,
One Artillery Court, 
161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5,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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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8



9

基金结构和合并信托服务 家族理财办公室 财务规划 BPO/KPO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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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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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 是一个「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为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家族办公室、经纪人和金融机构提供综合全
面的解决方案。

主要:

▪ 基金成立及行政管理
▪ 启动前及入职检查
▪ 会计服务和净资产计算
▪ 报告和报表（按周／月度／季度）
▪ 合规督察、美国海外帐收合规法案（FATCA）
和共同申报准则（CRS）

▪ 牌照和项目管理
▪ 信托和受托人

服务支援:



11

信托及受托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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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的信托服务经过精心设计，旨在满足不同家族办公室的需
求，公司以不同的方式量身定制各种信托服务，以满足不同家族的特
定要求。

主要服务:

▪ 信托管理
▪ 托管服务
▪ 信托会计
▪ 税务审查和报告
▪ 记录保存服务
▪ 投资组合管理
▪ 投资风险咨询
▪ 定制的管理服务和进行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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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理财办公室

12

GCG的专业人士都是经过认证的STEP成员，每个成员在房地产／财富
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近20年的经验。Ayasa Globo致力了解客户需要，
并提供最合适之家族理财解决方案。

主要服务:

▪ 遗产规划
▪ 资产保护
▪ 资产重组
▪ 遗产及遗产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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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税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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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为客户提供卓越的财务顾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和私
人银行、精品投资银行、经纪人、投资（资产）经理和保险公司。

主要服务:

▪ 商业和私人银行业务
▪ 资本筹集
▪ 基金投资
▪ 上市服务（交易所）
▪ 保险和专属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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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 / K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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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G的知识流程外包(KPO)提供的关系管理服务简化了客户及其服务供
应商或其商业伙伴之间的交互。我们管理日常的关系和工作流程。这
包括监测流程、核实里程碑、期限和目标、标杆结果、比较绩效、要
求和报价、设定预算、审查法律文件和协议，以及按发票程序处理。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保护客户的利益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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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亮点

❖ 从事／管理100多个私募基金，主要经营地点包括美国、欧洲、澳洲、中国、香港、台
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

❖ 有信誉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
1. 新浪 (SINA:US)
2. 中国平安 (2318:HK)
3.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619.HK)
4. 中国富强金融集团 (290.HK)
5. 中国金融投资管理公司 (605.HK) 
6. 兴证国际 (6058.HK) 
7. 易还财务投資有限公司 (8079.HK)
8. 陆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 红地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10. MaiCapital - 香港首家获证监会认可参与加密货币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 获得的许可证:
• 苏黎世受托人 - Globo集团

❖ 在香港的信托公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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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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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亮点及奖项(1) 
– 经济实体讲座

開曼群島金管局將於在2020年1月對註冊公司實施新的經濟稅制，令到很多
基金經理及一眾業內人土關注。因此，我们在2019年11月19日為業界帶
來一場主題為 「 How to comply Economic Substance Law?」 的講座。

演讲嘉宾包括我们的董事总经理任亮宪先生和开曼政府经济实体委员会核
心成员 Mr Dean Lynee 先生。他们当天向200名参加者详述了经济实体的
要求和解决方案。

未来，Ayasa会不断紧贴市场和监管机构资讯，务求为业界提供全面的专
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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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荣幸地成为2019年HFM亚洲服务大奖的小
型经理客户服务基金管理人。该奖项旨在表彰和奖励那些表现出色的客户服
务，创新产品开发和服务的基金服务提供商及全年强劲且可持续的业务增
长。

活动亮点及奖项(2) 
– HFM Asia Services Awards 2019

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及认识到我们多年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以客户为中
心和以服务为导向的不懈努力。我们将不断改进我们的运营，以专业和高
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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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 于香港最优秀企业大奖2018上荣获<年度
最优秀基金服务奖> 和 香港最优秀企业大奖2019上荣获<香港最杰出服务奖
> 。该活动每年由媒体机构CORPHUB主办，表扬公司在企业管理及行政、财
务表现及市场竞争力、产品创新及创意、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优秀表现。在
2018颁奖典礼邀请了多名政商界名人出席，Ayasa Globo 董事总经理任亮宪
先生于颁奖典礼上代表公司领奖，并与颁奖嘉宾之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
会议员莫乃光太平绅士合照。

活动亮点及奖项(3) 
– Corphub Awards 2018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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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很高兴入围2019年HFM亚洲对冲基金业
绩和服务奖，这是一项领先的奖励旨在表彰和奖励在过去12个月中展示
卓越客户服务，创新产品开发以及强劲和可持续业务增长的基金服务提
供商。

仪式和晚宴于2019年1月24日在香港JW万豪酒店成功举行。 超过200位嘉
宾来自亚洲各国的专业基金，咨询，审计等，以及基金经理在许多高性
能的资金，涉及出席了颁奖仪式。 我们感谢法官们认可我们的辛勤工作
和对改进的奉献精神。

活动亮点及奖项(4) 
– HFM’s Asia Hedge Fund Performance and Services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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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 很荣幸地成为2018年另类投资中国峰会的

赞助商，该峰会是中国主要交易所买卖基金和指数投资会议。峰会的代言人

包括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特许另类投资分析师协会等知名组织。

峰会于2018年10月26日和27日在北京丽晶酒店举行。超过400多位嘉宾出席

了此次活动，而其中包括 : 公共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交易所、资产管理公

司、财富管理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各类企业。两天内，更有40多位行业精英

分享了他们对北京两天交易所买卖基金市场和基金的发展机遇和前景的看

法。

活动亮点及奖项(5) 
– 2018 另类投资中国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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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 获邀成为AsiaHedge Forum 2017的赞助
机构， AsiaHedge Forum为亚洲著名的年度盛事，一直获得业内领先的对
冲基金经理和投资者支持。活动上，Ayasa Globo与行业精英就机构投资者
就当今投资组合中采用的最新策略上交换了意见。

Ayasa Globo董事总经理任亮宪先生并获邀在论坛上主持了其中一节论坛，

与四位亚洲知名的基金经理讨论亚洲对冲基金 的发展。

活动亮点及奖项(6) 
– AsiaHedge Foru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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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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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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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熊先生
(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茂波先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林郑月娥女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黄元山先生
(前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 亚洲债券部管理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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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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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鸿挥
(领展资产管理助理总经理)

沈振盈先生
(知名香港股市分析师，绰号「沈大师」)

孫柏文先生
(资深香港股市評論員、財經專欄作者)

谢连忠律师
(叶谢邓律师行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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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都市日報，2019年10月11日
“中小企業創新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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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論壇：新型肺炎全球大流行 連環崩盤熊市大蕭條？
-2020年3月15日
https://youtu.be/56sxQB_-zt8

RTHK 香港電台 – City Forum城市論壇

本公司董事總經理任亮憲先生於2020年3月15日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與另外三位業界名人和學者
發表對現時環球金融市場的看法及意見。席間任先生強調除了短期的救市措施外，特區政府應該籍機推
動並實行更多長遠政策，以協助香港經濟轉型。

https://youtu.be/56sxQB_-z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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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策局-李鴻彥_任亮憲：政治同與搵食無衝突-2018年12月18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ANaP2hano

策略王電視 访问- myTV super 606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ANaP2h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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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財經台雄財宴暨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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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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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T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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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号码: TC001109

Ayasa Globo 拥有TCSP牌照资格,可以替客户代收投资
者的资金。在您的基金银行账户设置完成之前，阁下
可使用Ayasa Globo恒生银行的客户账户，先把投资者
准备用来投资的资金接收。（银行账户设置一般需时
2-3个月）

而且，我们的托管账户还允许我们作为托管代理，处
理买卖双方在买卖方面的实际交易。

通过微信支付轻松付款

为了向我们的客户提供无缝支付体验，Ayasa Globo 

在我们的托管账户中推出新的支付方式 -微信支付。

用户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快速方便地以港币或人民币
进行支付，无需兑换货币或提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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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 
手機應用程式

Andriod / IOS: AYASAGLOB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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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設立／行政管理及相关服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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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基金設立地點

开曼群岛 百慕大群岛

BVI 卢森堡

荷属安德列斯群岛 毛里求斯

基金設立

主要基金架構

独立投资组合基金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 “SPC”)

单体基金架构 (Stand-alone)

有限合伙制基金 （Limited Partnership Company）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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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设立：开曼群岛与BVI对照表

地点 类型 牌照登记 其他

开曼群岛

豁免管制基金 无需特定牌照，但至少过半数
投资人须具有基金操作人的任
免权

不超过15名投资人

受管制基金 需取得开曼群岛金管局许可 最低申购额 : 10万美金

BVI

私人基金 无需特定牌照，但需要FSC进
行资格认定

不超过50名投资者，或只
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
（不超过300人）

专业投资基金 仅限接受「专业投资者」
投资，数量不限

37



3838

需求咨询 基金设计 尽职审查 基金设立 正式营运

流程 描述 所需时间（预估）

需求咨询 咨询基金的要求及策略 一周

基金设计 根据咨询结果详细列出基金设计大纲 二至四周

尽职审查
对企业及相关人员的背景、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
风险和资金风险做全面深入的审核

两至三周

基金设立 基金正式于所在地注册 六周

正式营运 基金正式营运 ---

根据基金架构、投资人类型、牌照登记要求等因素，设立基金一般约需时2至3个月
。

基金设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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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设立：所需文件

基金发行的主要文件：

▪ 募资说明书 (OM) /(PPM)

▪ 申购合同及赎回表格（供投资人使用）
▪ 投资顾问协议（如适用）
▪ 投资管理协议、合伙人协议
▪ 基金设立的政府申报文件
▪ 基金服务商聘用函
▪ （基金行政管理人、律师、审计师等）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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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投资组合基金

初始独立

投资组合一
(SP1)

初始独立

投资组合二
(SP2)

其他初始独立

投资组合
(SPn)

4040

投资者

支援

独立投资组合基金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 “SPC”)

基金成立(1)：独立投资组合基金

投资经理公司

主券商

托管银行

Cash Units

投资顾问

其他服務機構

行政管理

审计人員

法律顧問

投资者

Cash Units

投资者

Cash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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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顾问

基金

投资人

现金 基金单位
投资经理／

投资经理公司

代表基金发出投资指示 支援

单体基金架构 (Stand-alone)

基金成立(2)：单体基金架构

托管银行主券商

其他服務機構

行政管理

审计人員

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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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制基金
（Limited Partnership Company）

42

基金成立(3)：有限合伙制基金

有限合伙制基金一般合伙人

合伙人1 合伙人2 合伙人3

控股公司1 控股公司2 控股公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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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行政管理服务介绍

Ayasa Globo Financial Services 之基金行政管理服务包括：
（只供参考）

✓ 基金设立及基金账户开设
✓ 定期（週度／月度／季度／半年等）提供净资产总值（Net Asset 

Value“NAV”）报表予投资经理（和／或其他有关单位），包括资产负
债表、损益表、投资组合表

✓ 定期提供电子结单予投资者（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提供中文译本）
✓ 有机会设有股息予投资者
✓ 基金报表会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而编制
✓ 符合美国海外帐收合规法案（FATCA）和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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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ICH | DUBAI | HONG KONG | TAIPEI | SINGAPORE

CAYMAN ISLANDS | BVI | CHICAGO | PANAMA | ARGENTINA | VENEZUELA 

Room 2103-06, 21/F, Beautiful Group Tower, 

77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General +852 3579 4679| Fax +852 3956 4344

Email: info@ayasaglob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