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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这个所的从业人员知识深厚，业务精湛，处理复杂案件得
心应手，广受客户好评。IT团队在电子商务、业务外包及
软件许可方面提供援助，同时在数据保密问题上提供专业
咨询。这个所尤其擅长代理包括脸谱网（Facebook）在内的
社交媒体公司业务，且近期为爱尔兰 Gateway 在保密、安
全及数字版权保护方面提供咨询。

金融服务

诉讼

企业

Mason Hayes & Curran 提供全面的“优质服务”，同时也
是“最具远见卓识的律所之一”，尤其在金融服务监管及资
产和项目融资方面经验丰富。

诉讼团队尤其擅长追回工作延误引起的损害赔偿及解决各
类跨国及国内纠纷。该团队向 Trumpet（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在爱尔兰设立的附属机构）就英国及爱尔兰对其财
务冻结及披露的裁令提供辩护建议，本案件足以体现该团
队处理跨国案件的能力。该团队还在进行中的 Madoff 诉讼
中也扮演关键角色。“Mason Hayes & Curran 拥有一支能够
本着客户商业所需，专业且易打交道的律师团队。

Mason Hayes & Curran 的“强大律师团队”业务量大，一直致
力于为国际客户（主要为购买方）提供企业并购方面的法律
咨询。资深律师 David O’Donnell 带领该团队，为一系列备
受瞩目的案件提供服务，包括利宝（Liberty Mutual）从管理
者手中收购奎恩（Quinn）保险公司的一般保险业务一案。 
Paul Egan评价其“体现了该律所非凡之高的业务标准”。

钱伯斯欧洲（Chambers & Partners Europe）2012年度欧洲杰出律所

钱伯斯欧洲（Chambers & Partners Europe） 2012年度欧洲杰出律所

Legal 500, 2012Legal 500, 2012

他人对我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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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合伙人欢迎词

作为 Mason Hayes & Curran（简称 MHC）的执行合伙人，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

绍“商业基地之爱尔兰”这本宣传册。作为爱尔兰顶尖律师事务所，我们与爱尔兰

很多领先公司都有合作，我们深入了解公司在进驻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会遇到的各

种挑战。无论在公司设立初始阶段，还是后续法律要求等方面，我们均具备必要技

能为您提供帮助。为此，我们已在纽约和伦敦设立了办事处，这也是爱尔兰最重要

的两处引入外来投资的渠道。

国外机构可在爱尔兰享受到丰厚的优惠，包括较低且稳定的企业税率和活力充足且技能娴熟的劳动力。这些因

素共同促使爱尔兰在过去十年成为海外投资最为成功的地点之一。实际数据也体现了国际投资者对爱尔兰市场的信

心，同时也着重点明了重要机构投资爱尔兰的原因。

 爱尔兰被评为欧洲首个最容易经商的国家，及全球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

 1004 家公司选择爱尔兰作为其在欧洲经营的战略要地。

 爱尔兰不仅有极具竞争性的低税率，而且还对研发支出给予 25% 的税收减免。

都柏林被公认为全球人力资本最具优势的城市，其 50% 以上的人口年龄不足 35 岁，60% 的学生将继续深造。

由此，全球十大信息及通信技术（ICT）企业中的八家都选择爱尔兰作为其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EMEA）的

业务基地就不难理解了。我们也很荣幸为其中的很多公司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我们的专业技术团队在该领域的市

场中占据领先地位，特别就数据隐私、业务外包和知识产权等具国际影响力的高度复杂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爱尔兰就业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另一主要来源是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业、投资基金、资产融资和保险。全球范围内

该领域的领先机构有 50% 以上都位于爱尔兰。本事务所的融资小组既敬业又屡获殊荣，与当地以及国际金融公

司均有密切合作。

在保险领域，我们代表所有的大型保险公司，为其进入爱尔兰市场搭桥，其中包括利宝（Liberty）和三井物业

（Mitsui）公司。利宝（Liberty Mutual）通过收购奎恩（Quinn）保险公司进入爱尔兰市场，这一复杂的商业行

为被 Finance Dublin 评为“2012 最具创新性的交易”。就未来趋势看，我们对于外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持续增

长充满信心。这本宣传册包含了当地市场和爱尔兰法律体系的重点内容。

如需其他帮助或了解更多信息，欢迎随时联系我。

此致，

Emer Gilvarry，执行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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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工业发展署（IDA）供图

“爱尔兰得以保持其 FDI 的领先地位，原因有很多。FDI 2012 年度报告显示爱尔兰整体状况

远远超出 2011 年欧洲的平均水平。无论是在爱尔兰首次投资还是在爱尔兰扩展业务，跨国

公司都讲到其选择爱尔兰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劳动力素质高、技能强，成功举办 FDI 

各领域的多项活动，公司赋税较低，技术先进。FDI 也正是在此优点之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

此外，爱尔兰环境成本较 2003 年已有显著改善。

爱尔兰政府也全面投身于发展爱尔兰经济，2011 年爱尔兰 GDP 已开始回涨，这点便是最有

力的证明。西班牙援助计划（Troika programme）步入轨道，银行资本重组已完成，国家

正集中精力进行结构改革。尽管对于 FDI 的争夺依然强劲，却有更多理由表明现在是外商

在爱尔兰投资的最佳时机。”

爱尔兰工业发展署首席执行官 Barry O’Leary 先生

8/10
全球信息及通信技术公司

9/10
全球制药公司

10
顶级网络公司

超过

50%
世界领先金融服
务公司

3/5
顶级电脑游戏公司

17/25
全球医疗设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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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基地之爱尔兰的优势

爱尔兰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来投资的重要枢纽。苹果（Apple）、贝宝（PayPal）、

脸谱网（Facebook）和谷歌（Google）以及百特医疗（Baxter Healthcare）、陶氏化工

（Dow Chemical）和瑞辉（ ）等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都选择在爱尔兰开展其在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EMEA）的主要业务。这些公司都认识到爱尔兰作为服务欧

洲市场基地的巨大吸引力，整个欧洲市场消费者超过4.9亿，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之一。
 

超过 1000 家公司已经在爱尔兰设立公司，涉及各大领域，包括 IT、云计算、社交媒体、软件开发、金融服务、

生命科学和国际服务等。凭借世界最低的 12.5% 的企业税，及对研发的结构性免税，技能娴熟又高效灵活的劳

动力和低成本经济市场，爱尔兰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回报。

去年很多新的跨国公司和新兴公司在此投资设厂，或在此完善他们的研发设施。近几十年实践证明，爱尔兰是在

欧投资设厂赢得丰富利润之宝地。关键的优势包括：

 亲商文化

属于普通法系，和英国做事方式类似，也为美国跨国公司熟知

 12.5% 的低企业税

支付给其他爱尔兰公司股息的企业税豁免

 有利于研发的税收减免与完善的税收优惠制度

 高技能、以英语沟通的劳动力

作为欧盟成员国及欧元区成员国，易打入欧洲内部市场

 欧元区唯一说英语的国家

来往欧洲大陆和北美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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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家公司
已经选择将爱尔兰 
作为其在欧洲发展的

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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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商业构架

公司和分支结构

 在爱尔兰设立公司的主要方式包括：

 在爱尔兰成立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公司”);  

或者

非爱尔兰公司在爱尔兰注册的分支机构。

 无论组建一个新的爱尔兰公司还是注册非爱尔兰公

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程序都很快捷高效。本所秘

书处可为新公司提供文秘、注册和行政服务。 

爱尔兰公司的基本要素

爱尔兰公司的融资方式包括借贷、认购股份，有时

也可在不发行股票的情况下出资。目前，爱尔兰的

资本化规则并不单薄无力，因此公司可通过发行少

量股票筹集资金。大部分立足爱尔兰的外国公司会

选择居民企业股份有限责任制，尽管其他公司形式

也可行或可能适用于其他特别目的。

股票必须以面值发行 ——通常是 1 欧元, 但面值可

以为任一货币、任一价值。在遵守相关规则下，爱

尔兰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可分配利润和储备金赎回和/

或回购其股票。

没有股息或利息的最小支付额度的限制。20% 的预

扣税也适用于股息或利息的支付，但实际上，这类

预扣税在很大范围上都可豁免。若接受者是欧盟成

员国纳税人或与爱尔兰有租税条约的国家，预扣税

通常也可免除。

爱尔兰公司的日常管理通常由董事会执行。每一个

爱尔兰公司至少有两名董事和一名公司秘书。一个

公司实体可执行公司秘书职责，但董事必须是自然

人。另外，要求董事中至少有一名应为欧洲经济区

（EEA）成员国居民，或者要求有价值23935欧元的

保险债券。

对于在爱尔兰注册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日常管理

既要遵循公司成立地的法规，而在当地所设的非侵

入式分支机构，也要符合备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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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人员

依照法律，每个爱尔兰公司（适用具体免除规定的小

公司除外），必须任命一名审计员向股东报告董事会

编制的账目。 审计员通常必须是爱尔兰、苏格兰、

英格兰或者威尔士重要会计机构的成员。 所有国际

主要的会计事务所在爱尔兰都有会员或附属事务所。

在爱尔兰成立的公司和在爱尔兰注册的分支机构都

有义务公开对账簿备案。 可能会设立涉及无限公司

的非备案架构，以减少或避免这样的账目公开。中小

型有限公司可编制简洁的损益账目，免于在审计账

目中公开具体营业额。

政府机构

爱尔兰政府机构，像爱尔兰工业发展署（IDA) 和爱

尔兰企业署，都极力促进本地商务拓展。 爱尔兰企

业署主要负责促进爱尔兰地方产业发展，而 IDA 注

重吸引外商投资项目落户爱尔兰。

在爱尔兰的一些特别区域——香农（Shannon）地区

西南部和爱尔兰盖尔语区（Gaeltacht），还提供了超

越 IDA 正常投资激励的更具体的激励措施。

政府补助

IDA 的补助为公司提供了财政援助，若 5 年内公司

违反补助条款或公司停业，则应归还此款项。

发放的补助用于制造业活动和国际贸易服务。 这些

补助包括资本补助、就业补助、研发补助和培训补

助等。

IDA 可专项补助，也可实施一揽子补助。补助经常以

每个岗位的总补助款而计算，并会考虑到资助项目

可能创造的岗位数目。

 

 

经商容易度方面
欧元区第一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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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被欧洲和世界公认为重要的外来投资地。爱尔兰已被欧盟（EU）和经合组织

（OECD）列入境内发展“白名单”。它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EMEA）的金融

服务、信息科技、电子商务、游戏及制药领域业务的枢纽。它从来都是欧盟控股公司

的最佳选择，也是获得知识产权的有利环境。在金融领域，爱尔兰在资产和结构融资、

保险和投资基金方面都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

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爱尔兰通过各类税率、减免税收政策、津贴、信贷来和减免来引进各种活动。这些优惠

制度的核心包含三点，适用国内所有贸易活动的12.5%的企业税；对某些投资基金和股票组合免征所得税；包括

巨额租赁在内的通畅的跨境交易，主要是通过爱尔兰企业和其他方式利用爱尔兰广泛的租税协定网络。 

当前爱尔兰已与68个国家签订了广泛的租税协定，其中已在61个国家生效。欧盟以外和爱尔兰有租税协定的国家和地

区包括：阿尔巴尼亚、阿米尼亚、澳大利亚、巴林、白俄罗斯、波黑、加拿大、智利、中国、克罗地亚、埃及、格鲁

吉亚、香港、冰岛、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科威特、马其顿、马来西亚、墨西哥、摩尔多瓦、黑山、摩洛哥、

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新加坡、南非、瑞士、土耳其、阿联

酋、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赞比亚。 

爱尔兰的企业有义务就国内的贸易活动和从特定外贸中获得的股息按 12.5% 纳税。一个外国税收抵免制度，包括

对已付股息利润预扣税的减免，都减轻了外国公司在爱尔兰的税收负担。25% 的企业税适用于被动收入、某些土

地交易以及石油、天然气和采矿。按 25% 纳税的非贸易活动通常不在爱尔兰新的转让定价制度范围内。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行政区招商引资的竞争加剧。管理公司的实际税率是增加股东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尽管

纳税人的投资决定受各种非税收因素影响，但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下，跨国公司的管理及在可能情况下减免公司有

效税率的议题又重新成为焦点。爱尔兰亲近企业的环境和低税率制度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宣传册列举了爱

尔兰税收制度应用于不同商业活动的实例。

在或经爱尔兰从事商务活动的赋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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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产业、活动和监管机构 

国际金融服务

都柏林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IFSC）已成为世界上广泛的金融服务活动的重要聚集地。最初在一系列实质的税

收激励政策的推动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IFSC）已拓展至 250 家在此区域经营的国际金融机构，它们雇用

约 25000 人。很多世界领先的金融机构在 IFSC 落户，并在下列领域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

投资基金;

银行和资产融资;

 财资管理;

 融资租赁;

 专属自保保险;

资产管理;

 基金管理和托管;

 证券交易; 及

 证券化。

爱尔兰中央银行（以下简称央行）是本国金融服务活动的监管机构。国际金融服务机构在此经营的原因在于爱

尔兰市场的独特吸引力，结合了完备的爱尔兰法规和监管体系、具备专业技能和专长的劳动力、该国亲商的环

境、低税率政策、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

IFSC 典型的银行业务包括资产融资、飞机租赁、国际贷款和银团贷款、债券和商业票据的发行、全球财务、

投资和企业银行业务、结构性融资、后台活动、信用卡业务、客户财务职能管理以及证券化。

IFSC 开展的全球财务活动有：集团内公司间的贷款/融资、现金池、净额结算、现金管理、市场定价、汇率和

利率的风险管理以及跨境租赁。

在 IFSC 运作的超过四分之一金融服务机构都涉及保险相关的业务，特别是专属自保保险和再保险。

金融服务中心之爱尔兰



超 50% 的
世界顶级金融公司
设在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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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爱尔兰为国内受监管的投资基金提供了有效机制，也是资金管理、托管和管理的首选地。爱尔兰基金可通过受

监管和不受监管的业务架构来设立。爱尔兰的两种基金调节制度是：

 欧盟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 (“UCITS”);

 非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Non-UCITS）

UCITS 基金必须是开放式基金，并可在欧盟使用“单一护照”出售其单位/股份。这意味着，符合 UCITS 要求

的基金一旦在爱尔兰法规下建立、监管并得到欧盟各国政府认可指引，即可在所有成员国发售。

至于目标为机构和高净值个人等对准老练投资者的基金管理人，非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机制更具吸引力。

一些运用较多复杂投资策略的基金风险较大大，被 UCITS 排斥在外，却可在非 UCITS 机制下运作。“非可转

让证券集体投资”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代爱尔兰不属于 UCITS 的认证基金。

合格投资者基金 (“QIF”) 已成为爱尔兰最成功的非 UCITS 基金之一，因为合格投资者基金提供多种灵活的投

资策略，比如对冲基金、对冲基金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和房地产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基金只对特定的投资

者开放。合格投资者基金的投资者需最低认购 10 万欧元，且只限于专业和经验丰富的投资者。

为了满足当前资金提供者的要求，并成为更受欢迎的投资点，爱尔兰中央银行可在 24 小时内提交相关文件申

请授权合格投资者基金。

保险 

目前，一些保险和再保险领域的领军者已将其全球总部设在爱尔兰。爱尔兰的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因素使得

这些保险公司决定将总部迁往爱尔兰，包括确立起有助于人寿保险公司向上发展的机制。这使得在整个投资期

间投保人的投资免税增长。在退保或保险兑现后，投保人收到付款时将缴纳相应税款。投资回报或增长按现行

汇率的 30% 或 33% 缴税，取决于付款的性质，即根据保险公司被要求在付给投保人的款项中扣缴的款项。

如果投保人不是爱尔兰的非居民纳税人，投保人可享受此项税费的免税优惠。

2 万亿欧元
爱尔兰基金行业服务委员会资产
保管超过 11000 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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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融资
爱尔兰的税收机制已成为资产融资领域，尤其是飞

机租赁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优势主要表现在：

在贸易利润方面只收取 12.5% 的标准企业税；

设备贸易商可申请超过八年的延期纳税，税率仍为 

12.5%；这项优惠政策允许因飞机的经济寿命的实

质延长而加速折旧免税额；

非爱尔兰居民从事设备租赁的商业活动无需缴纳代

扣税款；

在设备租赁行业，可使用爱尔兰广泛的租税协定网

络，该网络一般包括颇具吸引力的代扣税款规定；

不针对飞机所有权转让的交易征收印花税；

在飞机租赁业中，由于对于飞机租赁商通常全面享有

增值税优惠，增值税漏税现象不会在该行业增加；

依照国内法律中关于免税额的相关条款，欧盟境内

或与爱尔兰签署有租税协定的国家的非爱尔兰居

民，在取得收益和分红后无需缴纳代扣所得税；

在租赁期间租赁公司因厂房和设备出现损耗而所得

的收益包含在公司的贸易收入之内；

根据2011年出台的《融资法案》第 110 条款，拥有证

券化能力的资产包括以租赁厂房和设备为业务的特殊

目的公司（SPC）收购的厂房和设备（详情请参照证

券化和实施结构性融资的特殊目的公司（SPC））。

证券化和实施结构性融资的特殊目的公司（SPC）

 爱尔兰是跨境结构性融资交易的主要地区。爱尔兰

税收法中包含优惠的条款允许在厂房和设备被特殊

目的公司收购的情况下，有实力的特殊目的公司

（SPC）在大范围的高质量资产中掌握和\或管理或

拥有利益，包括可以开展租赁已被收购厂房和设备

的业务。特殊目的公司（SPC）通常需缴纳 25% 的

企业税。然而，确切地说，某些通过贷款票据所得

的利润是可减免课税的。因为支付的利息能够做到

与公司内部的利润所得一致，爱尔兰的汽车制造商

就能够享受中性税收政策。

 这样一来，特殊目的公司（SPC）就可借助爱尔兰

租税协定网络，避免向非居民支付利息时收取代扣

所得税。国内法规定，免税额适用于由付给 Quoted 

Eurobonds 的收益或由特殊目的公司（SPC）付给其

他与爱尔兰签署租税协定的欧盟成员国家或区域居

民的收益所产生的代扣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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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爱尔兰建设成为全球数字中心，并大力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

多年前，电子通信市场就已经实现全面自由化，而如今的电子通信领域由通信管理

委员会（ComReg）管理。

通信管理委员会将竞争的持久化和简易化作为其核心议程。要想在爱尔兰开展电子通信商务，您只需告知通信

管理委员会即可。市场准入相当自由。通信管理委员会还为新型服务理念的引入提供框架，并继续利用普及的

无线宽带网这一优势分配资源，实现附加值服务。通信管理已发放了大量固定无线接入许可证来帮助实现无线

宽带网的全面应用。同时着手开放 800 MHz, 900 MHz 和 1800MHz 的频道，这一举措有助于实现更为先进的 

4G 移动宽带服务。 

这将为在爱尔兰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的移动宽带服务，并创造机遇，推动移动通信领域的创新。

爱尔兰是世界一流的高技术产业中心，是国际高科技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最佳通道。谷歌（google）、脸谱

（facebook）、推特（Twitter）及其他大型数字服务和信息供应商欧洲、中东、非洲（EMEA）市场的总部均

已落户都柏林“硅谷”。知识产权保护的联合统一性、电子通信行业的自由化、颇具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加之

通往欧盟市场的畅通渠道，为这些行业巨头在都柏林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技术&知识产权

前 10
“互联网孕育”

以爱尔兰为基地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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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税收优势

除了从营业利润中只收取的 12.5% 的企业税之外，爱尔兰的税收机制还包含以下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惠及公

司的条款：

 如果所购买之知识产权的相关收益能够带来 2.5% 的有效税率，则购买该知识产权所用的资本花费可获免

税。

广泛的税收协约网络限制付给爱尔兰的特许使用金时产生的外部代扣所得税漏税现象

 来自爱尔兰的特许权使用金代扣所得税的免税额享有范围包括从爱尔兰到协约和非协约司法管辖区

 特许使用金涉及单方面涉外税额减免政策时，税额由境外收取。2012 年出台的《融资法案》通过允许未减

免的涉及贸易收益（作为用以平衡在同一会计年度产生的其它外国特许使用金收入）的外国特许使用金的外

国税收扩大了减免范围

销售或转让知识产权可免印花税

 税收抵免总计金额为由研发活动产生的符合规定之支出的 25% 

 公司可借助研发活动的税收抵免冲销本年度应税额，其超出部分可以向上结转抵销上一年度的应税额，允许

无限制向下结转冲抵今后纳税年度需缴纳的税款，或者申请在 33 个月内分三次偿还（有一定的限制）。 

2012 年出台的《融资法案》通过引入新的税收抵免机制强化了这一减免政策，这将有助于减少研发过程中所

涉及的关键员工需上缴的个人所得税款。

50%
爱尔兰 50% 人口
不足 3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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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有助于商业发展且通俗易懂的爱尔兰知识产权法管辖五

项主要权利，即著作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设计

权和商标权。

著作权

在爱尔兰，《著作权和相关权利法案》统领其版权法。

爱尔兰的著作权法的术语具有技术中立性，这就确保了

该法律不会因新技术的出现而被削弱或废弃。依据爱尔

兰法律，著作权适用于；

（i） 原创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 

（ii） 录音资料、影片、广播或有线电视节目

（iii）印刷品的排版 

（i） 原始数据库

我们还拥有非完全独创的用以吸引保护的数据库独立

权。这项权利被称作“独创数据权”。爱尔兰法律特别

强调电脑程序受著作权法保护。爱尔兰是《伯尔尼公

约》的签约国。

植物多样性

植物多样性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植物多样性条约》保护。

爱尔兰是旨在保护新兴植物品种的《国际联合共约》的

签约方。

专利权

1992 年出台的《专利法》使得爱尔兰法律与《欧洲专

利法》保持一致。

专利权期限通常为 20 年，然而在爱尔兰可申请 10 年 

的专利权保护期限。一些特殊条款对允许延长专利权期

限的药品专利做出了规定。爱尔兰是《巴黎公约》的签

约国。

设计权

《工业设计法案》让爱尔兰的设计保护实现现代化。该

法案拓宽了“设计”这个词汇的定义，并规定设计必须

新颖且体现个性。

商标权

通过对假冒行为的严厉打击和适用于欧盟法律的《商标

法案》的相关条例的实施，使申请人的商标权受普通法

律保护，这一举措旨在协调整个欧盟的商标法律法规。

欧盟商标法允许申请社区商标（      ‘CTM’）保护，申请如

获得批准，则申请人只需提交一张申请表就可收到欧 

盟区各个国家的保护。爱尔兰认可《马德里议定书》，

允许提出标注有“爱尔兰”或“来自爱尔兰”的“国际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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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保护

不同于其他欧盟成员国实行的机制，爱尔兰数据保

护条例强调提倡依法办事，而不是惩罚以往的过错。 

《数据保护法案》强调采取和平手段解决投诉。

个人数据隐私受《数据保护法案》管辖，该法案强

制掌控私人数据的个人或团体遵守基本的数据保护

原则，并和数据保护专员一起注册成为“数据控制员”

或“数据加工员”。《数据保护法案》规定个体享

有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控制和加工私人数据的个

体应当履行的义务。

爱尔兰的数据保护法就私人数据加工做出了详细的 

规定。 私人数据加工意味着采取自动或非自动的方

法进行试验或一系列试验。

将数据从爱尔兰转让至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地区的行

为同样受到《数据保护法案》管辖。 

除非该第三方国家确保能够为数据处理提供足够级

别的保护，或除非满足了其它相应的条件，否则 

《数据保护法案》规定，私人数据不得被转让至欧

洲经济区以外的第三方国家。

《电子隐私条例》管辖信息记录程序的应用以及通

过电子媒介（通常被称作垃圾邮件）发出的未经请

求的商业通信。而通常情况下，使用信息记录程序

或向顾客发送商业通信需事先征得同意。

在数据保护方面，我公司拥有整个爱尔兰经验最为

丰富的律师，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协助跨国公司应对

来自数据保护法律的挑战，确保其在泛欧地区的业

务得以正常开展。 

国际 ICT 公司
座落在爱尔兰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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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业技术劳动力方面，
爱尔兰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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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法

成文法、普通法和爱尔兰宪法均适用于爱尔兰的雇佣关系。绝大多数成文法受欧盟

（EU）成员国的推动而制定，尽管解释和实施不同条款的劳工法的欧盟成员国的数量

存在争议，但极明显的缺乏工作委员会，尤其是几乎缺乏通知和咨询员工的任何义务，

使得爱尔兰不同于其它大多数欧洲国家。

在爱尔兰工作的权利

除瑞士以外的非欧洲经济区公民在爱尔兰工作和居住，需得到许可。对于薪酬在60000 欧元以上的资深员工，许可

申请相对比较简单。另外，爱尔兰就业、企业与创新部实行公司内部转移制度，资深管理人和薪资达 40000 欧元

员工在国外机构工作满一年，可经转移制度在原公司的爱尔兰企业工作长达 5 年。

雇佣关系规定 

在爱尔兰，雇佣关系受雇佣合同明示条款或暗示条款的约束。爱尔兰成文法和普通法对雇佣合同的某些条款也具有

约束力，如休假权、产假，亲职假、终止雇佣预先通知的最短期限。爱尔兰员工同时也受法律保护，以免遭遇歧视

或差别对待。 

根据成文法及例外法，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员工不得被非法解雇。雇主在终止雇佣关系前，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公平

解雇方可生效，并可免受不公平解雇相关法律所限制的责任。不公平解雇赔偿金可高达员工两年的薪酬，但最高不得

高于员工的经济损失。

根据普通法的有关规定，雇主有合理理由的，可终止雇佣关系；或按照雇佣合同相关条款，提前通知的，可终止雇

佣关系。 

本所就业与福利团队经验丰富，为多家在爱尔兰经营的龙头外企持续提供详细的战略性指导。另外，我们有一支敬

业的队伍，致力于为雇主和来自非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员工提供爱尔兰商业移民的有关建议。



最佳城市
都柏林为誉为

全球人力资本最佳城市

商业基地之爱尔兰 第18页

非爱尔兰籍个人

爱尔兰为非爱尔兰籍个人制定了优惠的纳税体制，为个人设置外汇款项缴税起征点（包括所得税和资本收益

税）。简而言之，除在爱尔兰国家机关工作者和爱尔兰来源收入和收益外，非爱尔兰裔但居住于爱尔兰的税务

居民个人，若其外国来源收入或收益不汇入爱尔兰，无需缴纳该部分产生的爱尔兰收入或资本收益税。这也确

保，通过精细的纳税计划，非爱尔兰裔定居者不包含在需缴纳爱尔兰收入和资本收益税范围之内。 

金砖五国外汇收入减免

2012 年的财政法案进一步给予为前往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履行工作职责或工作的个人

税收优惠，任一连续 12 个月内有效时间达 60 天以上者方可享有此权利。符合以上条件的工作人员有权申请

收入税减免，减免额与税务年度内在这些国家停留的天数成正比，最大减免额为 35000 欧元。有效时间的记

法为：停留在该国（金砖五国之一）以履行工作职责或工作连续 4 天及以上，并且大部分时间用于履行工作任

务的，方可有资格记为有效，总计达 60 天 即可。

特殊受让人减免计划（“SARP”） 

2012 金融法案对爱尔兰 SARP 做了修改，进一步增强了爱尔兰做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选司法管辖地的声

誉。此次修改主要针对来爱尔兰的个人之前在某一外企工作达 12 个月或以上、之后继续受雇于这一企业或相关

企业者。并且，自员工抵达爱尔兰时间起回算的 5 年内，为非爱尔兰税务居民。

合格个人，若其合格征税薪酬（不含合资格养老金缴纳补助）达 75000 欧元以上，有权享受达薪酬 30% 的

税收减免额。 合格申请减免者收入不得高于 50 万欧元，应缴税收入的减免额最高为127500 欧元。2012 至 

2014 税务年度抵爱尔兰的个人均可享受减免，有效期限最长为 5 年。申请者可向爱尔兰税务局提出申请，减

免费用作为薪资处理，而不再采用现行的制度，即雇员于税务年底才提出合理的补偿。并且，雇主支付合资格

雇员的以下款项可免税：单程回国费用以及员工子女教育费用，每个子女教育费用补贴最高可达 50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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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规：进出口法

出口

出口商或其代理人须办理海关手续，方可将货物出口到非欧盟国家（即“第三方”国家）。报关时应附上所有

申请货物通关的所需的文件（如许可证和发票）。

2000 年以来，爱尔兰开始实行欧盟对于双向使用项目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机制，并在 2009 年对这一机制进行

了完善。

爱尔兰也制定了相关的出口法规，详细地列出了受出口管制的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和技术。出于国家政策的考

虑,有些军用产品和技术被纳入受管制之列。

爱尔兰出口商需申请许可证才能出口或转运敏感类货物和技术，爱尔兰政府采纳实施联合国制裁制度。

进口

非欧盟国家货物出口到爱尔兰需办理海关手续。进口商或其代理商必须向海关呈报进口货物。

海关呈报旨在通知海关局产品已抵达海关办公室或海关局指定或批准的地方。在爱尔兰，海关呈报即在货物

抵达时办理概要报关，电子版或纸质版均可。

呈报海关的货物处于暂时仓储状态，只有得到海关局的批准才能得以处置和使用。同时，暂时仓储的地点必须

经海关批准，并交付抵押金支付暂存货物产生的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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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概览

Mason Hayes & Curran 现为都柏林发展最为迅猛的商事律师事务所，提供全方位

服务，在纽约、伦敦均设有办事处，为本所全球性的客户提供更多便利。本所以直

接对话为举措，满足客户需求为宗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以解决方案为驱动来应对商业挑战，将商业敏感性与知识严谨性融为一体，为您带来卓越一流的服务。本所律

师在技术、金融、能源、医疗保健等特定行业经验丰富，技能精湛，但我们业务丰富多样，能为客户制定新颖

且富活力的方案。

本所职员达 300 人之多，其中合作伙伴 66 人，长期为跨国公司、机构和政府提供富有创新性的明晰的法律咨询。

本所律师外语能力强，可以法语、德语、荷兰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等处理业务。

业务范围

商务

商务部门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在多领域业务范围广泛，如贸易，竞争，欧盟法，技术，电子通信以及受管制

行业。我们以务实的商业方法进行各种商业文本的谈判，如格式条款、贸易条件或复杂的外包合同以及私营化

进程。并且，为分包合同、代理合同、采购合同、IT 合同和媒体合同提供常规性的法律咨询。

企业

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作为其全球性战略一部分欲在爱尔兰发展的，企业组可为其提供合作伙伴为引导的专业的

法律服务。我们与国际律师事务所和全球性投资银行携手，提供精致高端的法律解决渠道。我们与声誉较高的

跨国税务部门精诚协作。

我们的团队以坦率直言和业务集中的方式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得到高度地认可。在处理 M&A 交易、风险资本、

跨境重组、外来投资和权益资本业务方面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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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

300 
名职员

包括 66 
位合伙人

顶尖 
提供全方位业务服务的律
师事务所

第六名

4220万欧元 
2011年营业额

第六名

我们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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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本所税务部门专注于为涉及爱尔兰的跨境贸易提供法律建

议。定期整合企业交易，使爱尔兰低税收和双重租税协定

带来的益处达到最优。重点专注于开发并实施这样一种业

务模式，使知识产权税收制度发挥最大效益，值得一提的

是爱尔兰的知识产权税制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

税收组与金融服务组同时密切合作，为相关方面的赋税优惠

提供法律咨询，包括在爱尔兰投资基金，租赁/出租，发行

有退税折扣的参加债券以及发行其他债券。 

金融服务

本所为银行业务、金融管制和投资基金提供全面的法律咨询，

包括贷方和借方担保贷款和无担保贷款、按揭、辛迪加、资产

融资、并购融资以及爱尔兰境内金融服务的管制。以及爱尔兰

境内金融服务的管制。

本所投资基金组为投资基金法律条规提供全方位的法律 

咨询。尤其，为基金发起人在爱尔兰组织、建立和公开投

资基金提供意见，为基金服务提供者在爱尔兰开展业务提

供意见和帮助，并为其业务发展提供长期的法律咨询。

诉讼和纠纷解决

本所诉讼部业务涵盖领域广泛，包括股东权利，知识产权，

权力追溯诉讼、竞争诉讼（反托拉斯）以及普通商务诉讼。

我们奉行：与客户讨论纠纷或诉讼案中其总体目标，为其量

身制定具体的策略，以最高效的方式确保其目标的实现。

房地产

本所房地产业务涵盖各领域客户的多种业务。主要包括代理

住宅地房产与投资性房产的收购和让度，维护开发商在住宅

地、商业以及混合房产开发中的利益。同时，本所律师代理

国家赞助的企业和机构，帮助其处理诸如投资性地产、工业

区和营业场所的收购、让度和融资的事宜。

我们也为客户提供有关房屋租赁法各项事务的法律咨询，

包括谈判与起草商业租赁合同，代表开发商参加工地集会，

处理租赁以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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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Decln Moylan 被任命为Decln Moylan 被任命为
的执Mason Hayes & Curran 的执

行合伙人。

Alfred E. Walker 收购了
19世纪初在都柏林成
立的 Caclyle & Duncan 
公司。

Dermont Mason 成为合伙人
之一。公司更名为Walker 
Son & Mason。

Maurice Curran成为合伙人
之一，公司更名为 Walker, 
Mason & Curran。

Micheal Hayes成为合伙
人之一，建立了 Mason 
Hayes & Curran。

Mason Hayes & Curran 设立
纽约办事处。

Mason Hayes & Curran  
迁至数码园区。 
（digital hub）

Emer Gilvarry被任命为
执行合伙人。

Mason Hayes & Curran  
设立伦敦办事处。

Mason Hayes & Curran任命了其
第66位合伙人。至此，员工
总数现达300人。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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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邮箱 电话 业务领域 （职位）

Emer Gilvarry  egilvarry@mhc.ie +353 1 614 5075 执行合伙人 

Declan Moylan  dmoylan@mhc.ie +353 1 614 5028 董事长

Declan Black  dblack@mhc.ie +353 1 614 5017  争端解决

Liam Brazil  lbrazil@mhc.ie +353 1 614 5005 企业事务

Fionán Breathnach  fbreathnach@mhc.ie +353 1 614 5080 投资基金

Paul Egan  pegan@mhc.ie +353 1 614 5021 企业事务

John Gulliver  jgulliver@mhc.ie +353 1 614 5007 税务

Justin McKenna  jmckenna@mhc ie +353 1 614 5253 企业事务

Philip Nolan  pnolan@mhc.ie +353 1 614 5078 技术

David O’Donnell  dodonnell@mhc.ie +353 1 614 5065 企业事务

Christine O’Donovan  codonovan@mhc.ie +353 1 614 5082 金融服务

Ian O’Herlihy  ioherlihy@mhc.ie +353 1 614 2434  人事聘用

本手册旨在提供介绍性信息，不构成法律或其它意见。

本所会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专门的法律服务。© 2012 Mason Hayes & Curran 版权所有

联系方式



We represented Liberty Mutual Group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general insurance business of Quinn Insurance 

Limited (in Administration).

We advised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s in PolarLake Limited 

on the sale of PolarLake Limited to Bloomberg LLP, the 

global business,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news leader.

We represented the shareholders of Terra Energy  

Limited on the reverse takeover of  AIM listed company,  

Fastnet Oil & Gas plc.  

We represented Schibsted Classified Media AS  

on the acquisition of a majority shareholding in  

Done Deal Limited. 

We represented CarrierWeb on the sale of its European 

business to Transics International NV.

We represented Connolly’s Red Mills on the acquisition of 

Foran Chemicals Limited and its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Foran Equine Products Limited.

We represented IFG on the acquisition of 70% of the  

issued share capital of A.R.B Underwriting Limited  

and its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A.R. Brassington  

& Company Limited.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需求，
同一法律解决方案。

我们在收购 Quinn Insurance Limited 公司（行政管理中）的一般保

险业务的交易中代表 Liberty Mutual Group。

我们在 PolarLake Limited 向 Bloomberg LLP（全球业务、金融信 

息和新闻领袖）销售中为 PolarLake Limited 大多数股东提供法律

咨询。

我们在AIM 上市公司 Fastnet Oil & Gas plc 的反向收购中代表 

Terra Energy Limited 的股东。

我们在收购 Done Deal Limited 的大部分控股权的交易中代表 

Schibsted Classified Media AS。

我们在 CarrierWeb 将其欧洲业务卖给 Transics Interantional NV的

交易中代表 CarrierWeb。

我们在收购 Foran Chemicals Limited 及其全资子公司  

Foran Equine Products Limited 的交易中代表康诺利的 Red Mills。

我们在收购 A.R.B Underwriting Limited 及其全资子公司  

A.R. Brassington & Company Limited 的 70% 发行股票资本的交易

中代表 IFG 公司。

欲了解我们可如何助您 
一臂之力，请联系：

David O’Donnell
合伙人

公司总负责人

电话：+353 1 614 5065

电邮：dodonnell@mhc.ie

都柏林、 

伦敦和纽约



Dublin

South Bank House 

Barrow Street 

Dublin 4 

Ireland

t +353 1 614 5000 

e mail@MHC.ie

London

60 Lombard Street 

London 

EC3V 9EA 

United Kingdom

t +44 20 3178 3368 

e mail@MHCldn.com

New York

330 Madison Avenue 

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t +1 212 786 7376 

e mail@MHC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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