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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如您想嘗試開拓英國市場，首先可用在英國當地設立機構

或子公司的情况下在本土着手營銷。無論經營任何業務，理
所當然希望直接與英國的客戶和供應商親自聯繫，例如出差
或參加交易會，可以從中獲得關鍵商業考慮所需的重要信
息，有利於爭取當地市場的最大利益。
事實上，您亦可以進軍英國網上市場，還有以下其他的離

岸交易方式：

電子交易
進行電子交易無須您現身英國。不過，在英國境外經營而

向英國客戶交付貨物會產生額外成本，但這不會因而阻止許
多能夠有相當規模的大型運營商。但要注意，向英國出售若
干如藥品、醫療器械及保險的產品需要獲得執照或監管部門
許可。電子交易通常無需額外費用，但是各國之間的監管框
架或許有很大差異。以網上賭博為例，在某些國家是非法
的，在其他國家則可能要受監管或甚至不受監管。
通過郵購或網購交易向英國客戶交付貨物亦可能需要編納

增值稅。
通過網上交易對消費者出售會受到消費者權利、數據保護

和電子交易等多種規則的約束，大多緣自歐盟指引，相信英
國脫歐後的一段時間內大致會維持不變。
通過互聯網提供有版權的材料必須確保已取得所有材料來

源地的許可，您亦要確保有否侵犯任何第三方商標或其他知
識產權，或本身在客戶所在國亦獲得必要的保障。

代理
雖然您可以通過電子交易進入英國市場，或者經常出差與

關鍵客戶溝通，不過要擴大英國市場的話，應當考慮在當地
委任代理商。委任獨立代理並不會讓您的公司在稅收方面成
為英國本土公司。但請注意，以前的文章曾有討論，假如代
理獲得授權而且慣常代表公司在英國經營而非在本身日常業
務中以獨立身分行事，則在稅務方面可能視為公司在英國成
立了恒常機構。
零售或其他行業特別了解的代理商可以大大有利於公司在

英國市場的前景，亦可以提議哪些產品和服務最暢銷，以及
哪些營銷方法最有效果。
您可以給予代理不同級別的權限，包括完全授權代表您的

公司，可以更改您的業務條款，或者授權代表公司洽商合同
（但仍然由公司自行簽約），也可以僅僅授權宣傳您的產品
和服務並向您推介客戶而不可以代表您洽商（這種稱為「營
銷代理」）。代理商通常不會擁有您所提供的產品，但可以
代表您保留庫存。
代理合同受普通法規範，但代理商買賣商品則由英國的

「商業代理人規則」管轄。該規則源於歐盟指引，但相信英
國脫歐後的一段時間內大致會維持不變。
根據普通法和商業代理人條例，代理人和委託人均互相承擔

若干責任。代理人必須盡可能努力代表委託人進行洽商，並在
適當情況下完成交易，亦須將所有相關信息向委託人交代。
英國亦有嚴格的反賄賂法例，您應考慮制定適當的程序來

防範賄賂風險，包括進行充分的調查並制定代理商必須遵守
的反賄賂政策。

顧問
任命代理之外亦可以任命顧問，或同時任命兩者。代理商

通常會負責所有涉及銷售產品和服務的事宜，但顧問可能只
是稍稍參與營銷，亦會提供如何在英國經營的意見。
顧問通常是特定行業的專家，憑藉對英國特定市場的豐富

經驗，可為您提供獨到見解及訊息。顧問可以基於個人經驗
或關係推薦特定的經銷商，亦可以物識合適的商業夥伴、投
資者和主要管理人員，助您於英國本土建立業務。
個別的業務計劃適宜委任顧問協助，讓您能够針對業務範

疇了解英國市場，確保所付出的金錢、時間能夠帶來回報。

分銷
您亦可以選擇交由一個或多個分銷商向您的英國客戶供

貨。分銷商是您與客戶之間的中介，通常是設在英國的銷售
團隊或其他營銷組織。
分銷協議通常會涉及貨物轉售，涉及服務、數碼內容及其

權利則通常會訂立許可權協議。分銷商會向您購買商品然後
轉售給客戶，這是分銷商和代理商的基本區別。您當然希望
分銷商確定可以售出才購入存貨，不過您應容許退回一定數
量的滯銷貨品，或者容許一定數量的存貨待售或退貨，而分
銷商只須在貨品售出後才付款。
如果您擔心付貨後分銷商未能付款，您應考慮是否要利用

貿易融資安排（例如信用證或銀行擔保），或者根據包含保
留所有權條款之合同提供貨物，在付款之前貨品仍屬供應商
的財產，假若供應商破產便可收回。如何選擇要按個別情況
仔細考慮。
您可以給予分銷商在指定地區範圍或市場環節獨家分銷

權。你仍然可以自行經營指定的商店而只給予經銷商其他商
店的獨家經營權。在某些情況下，您本身的銷售亦可能要向
分銷商支付佣金，例如您的銷售是因為分銷商推廣計劃的成
果。分銷商不可能獲得絕對的地域保護，另一方面亦可能防
止分銷商在網上銷售。
根據英國法律，分銷協議受普通法、貨物銷售法、不公平

合同條款法及競爭法規範。但分銷商不會因為終止或不續簽
分銷協議而自動獲得補償，這與代理商根據「商業代理條
例」而有不同待遇。

特許經營
在許多情況下，特許經營可以快速有效在英國建立業務，

既可開拓英國市場但在稅收方面又不屬於英國本土企業。特
許經營可以將業務引入新市場。特許經營沒有法律定義，但
通常是指供應商不僅提供商品或服務，亦提供完整業務的關
鍵安排，可能包括商標使用權、管理軟件、培訓和技術訣竅
（包括食譜等商業秘密）、營銷材料（例如小冊子、傳單、
廣告文本和裝修佈局）。特許經營協議讓您對經營方式有一
定的控制，可以為業務和品牌的商譽提供保護。

結論
無論任何業務性質，均有不少方法可以與英國的客戶和供

應商建立直接和親切的聯繫。然而，如何基於您的業務發展
階段得到最全面保護，請教富有經驗的律師會大有幫助，可
為你制定計劃及策略，籌備合適的文件和取得相關的許可。
花一點律師費用而獲得有用的意見和協議，長遠而言肯定物
有所值。 （特刊）

英士戈登戴德是一家英國律師事務所，分行網絡遍布全球，包括英港、北京和上海，
擁有150年的歷史，隸屬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的Gordon Dadds Group plc。每月所發
布的文章，是該行全球200多名精英律師的知識精髓。讀者可以保存所有文章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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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提供在英國開展業務的一般指南，具體建議會視乎每種情況而有所不同。

出獄頭已白 炳江囑青年守法
「千祈唔好做衝動嘢」稱自己暫不返新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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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校巴昨中午在慈
雲山接載一批學童放
學，駛至油塘里油麗邨
對開時，疑因閃避對面
線車輛，失控撞毀約4.5
米的路邊欄杆才停下，
意外導致4男3女（7歲
至 12 歲）的非華裔學
童、及跟車的58歲保母
受輕傷，稍後由救護車
送院敷治，70歲校巴司
機未有受傷，事後在現
場協助警方調查肇因。

■香港文匯報
文：蕭景源
圖：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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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葛婷）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因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貪污案，被控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在

2014年被判入獄5年，昨晨他刑滿出獄，離開赤柱監獄時面露笑

容，即時與等候的子女和胞弟郭炳聯擁抱。他表示感謝家人和朋

友，包括母親鄺肖卿（郭老太）、胞弟及一對子女的支持。又指

在獄中沒有「怨恨」，稱暫不會返回新地工作，因覺得自己與市

場脫節需時「追上」，會繼續讀書。他告誡年輕人要守法，「千

祈唔好做衝動嘢」，否則會「好後悔」。

廉政公署在2008年收到匿名
信，指控許仕仁在2005年上任
政務司司長前後，從新地高層
收取850萬元及1,118萬元，
以及2000年至2003年出任積

金局行政總裁期間，無申報獲新地免租入住
禮頓山豪宅，涉及利益衝突。廉署至2013年
決定檢控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新地聯席主席
郭炳江、郭炳聯兄弟，以及新地執行董事陳鉅
源和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
及至2014年經審訊，郭炳聯無罪釋放，郭
炳江則因一項「串謀犯藉公職作出不當行
為」罪，判監5年及罰款50萬元；許仕仁因
兩項「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一項「串

謀犯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一項「藉公職
作出不當行為」及一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
供利益」罪成判監7年半；陳鉅源和關雄生
各因一項「串謀犯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及
一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分別判
監6年及5年。
至2016年7月，已在赤柱監獄服刑18個月
的郭炳江申請保釋外出等候上訴，但至2017
年6月被特區終審法院判敗訴，須繼續餘下
刑期，由於他其後在獄中表現良好，獲扣減
三分一刑期，終至昨日刑滿出獄，惟其兄長即
新鴻基地產前主席郭炳湘已於去年10月辭
世。目前許仕仁案僅餘許仍在服刑，估計明年
年尾可刑滿出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4人入獄 剩許仕仁未出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北角粵華酒店又再發生女住客遭
匪徒闖入房間打劫案。兩名假扮
酒店住客的男刀匪，昨日凌晨撳

鐘闖入一房間，以摺刀指嚇一名
持雙程證來港的女住客，劫去總
值近兩萬的財物逃去，這是同一
酒店在16個月內發生的第二宗同
類打劫住客案，警方隨後根據事
主提供資料及「天眼」線索追
查，下午即在區內拘捕兩名涉案
男子。
被捕的兩名刀匪，分別姓賴（26
歲）及姓張（41歲），報稱無業，
屬朋友關係。據悉兩人活躍於北角
區，事發前在酒店附近覷準女事主
獨自一人，遂跟蹤到酒店及按鐘闖
入房間打劫。
遇劫女事主34歲，並無受傷，

被劫去財物包括兩部共值約1萬元
的手機及8,300元現金。據悉女事

主約一星期前持雙程證來港，入住
位於北角渣華道的粵華酒店。
昨日凌晨2時許，女事主在房內

聽到門鈴聲，不虞有詐開門，詎料
即遭兩名陌生男子推門闖入，並以
一把8吋長摺刀指嚇，聲稱打劫。
事主不敢反抗，等兩名刀匪搜掠離
開後，始向酒店職員求助報警。
案件隨後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二

隊調查，時隔12小時至昨日下午2
時許，探員根據事主提供資料及
「天眼」線索追查，迅在北角春秧
街拘捕兩名涉案男子，並在傍晚6
時許，將其中一名姓張疑犯押回其
在柴灣環翠邨澤翠樓的寓所搜查，
檢回案中兩部手機、部分現金及銀
行卡等證物。

闖酒店劫住客 兩刀匪速落網

■探員將其中一名疑犯押回柴灣寓
所搜查。

「本
土民主
前線」
前發言

人梁天琦、「美國隊長」容偉業
等5人，被控2016年農曆年初一
深夜至年初二清晨的「旺暴」案
中，在砵蘭街參與暴動、非法集
結等9宗罪，當中除一名被告袁
智駒已在去年11月認罪外，另外
4人拒絕認罪，案件在高院經72
天審訊和法官引導陪審團後，本
周一（18日）午後開始由陪審團
退庭商議裁決，惟經一連4天近
40小時商議，昨晚7時45分仍未
能作出裁決，法官遂指示陪審團
先行休息，今天繼續。
法官黃崇厚昨晚下令陪審團休

息時，同時預告今日早上會再次
提醒陪審團，不應在時間上感到
壓力；如果經商議後仍未能就部
分控罪達成有效裁決，或已就部
分控罪達成裁決，亦可通知法
庭；假若陪審團經過合理商討
後，仍未能對部分罪行達成有效
裁決，法庭可根據《陪審團條
例》第二十七條，就該些控罪解
除陪審員職務。
昨晨在陪審團繼續退庭商議裁

決期間，被告李諾文、林傲軒及容偉業的
代表大律師再次向黃官表示，希望他考慮
提醒陪審團，疑點利益應歸於被告，但控
方及黃官均認為現階段沒此需要，惟黃官
主動重提前日容偉業的大律師郭憬憲曾提
出解散陪審團的問題，並擬在下午2時15
分開庭與控辯雙方討論，但黃官在上午11
時15分突然開庭，指有重要事宜跟控辯雙
方商討，並禁止傳媒報道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鄧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速遞公司主任兼職當Uber司機，
去年9月涉嫌在椅背裝針孔鏡頭偷
拍女乘客裙底，並透過軚盤下方的
手機上直播觀看，遇上警方路障截
查才揭發罪行，並發現共有883段
不同乘客的偷拍影片。司機早前承
認駕車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罪、及有
違公德罪。
裁判官指偷拍案情嚴重，為保障

公眾利益，必須判以阻嚇性刑罰，

判被告監禁兩個月及罰款 2,000
元。
44歲被告黃耀朗，任職速遞公司

主任，辯方昨在沙田裁判法院求情
指，被告感化報告及社會服務令報
告正面，知道偷拍行為令人厭惡，
對女性不尊重，且對公眾造成恐慌
及憂慮，對此感到「極度羞恥，無
地自容」。被告坦誠認錯，向受害
人誠懇道歉。
裁判官指出，偷拍案情嚴重，被

告在車上裝鏡頭是刻意安排，有計
劃為之，女士乘坐Uber時不會有
防備。
為保障公眾利益，必須判以阻嚇
性刑罰。

偷拍女客裙底 Uber司機囚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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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司機在椅背安裝針孔鏡頭偷
拍女乘客。 資料圖片

梁天琦梁天琦 容偉業容偉業

李諾文李諾文 林傲軒林傲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偉明攝

■■郭炳江郭炳江（（右二右二））出獄與兒子郭基煇出獄與兒子郭基煇（（右一右一）、）、女兒郭曉妍女兒郭曉妍（（左左
二二））及胞弟郭炳聯及胞弟郭炳聯（（左一左一））笑逐顏開笑逐顏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郭炳江與郭炳江與
女兒郭曉妍女兒郭曉妍
擁抱擁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攝

■郭炳江與
兒子郭基煇
擁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攝

昨日清晨6時許，已有多間傳媒機
構共逾20人在赤柱監獄外守候。

至早上9時許，郭炳江的兒子郭基煇和
女兒郭曉妍到達赤柱監獄準備接父親，
郭炳江的胞弟郭炳聯其後亦抵達。
9時半左右即見一頭白髮但精神奕奕
的郭炳江步出監獄，他面露笑容先後與
女兒、兒子及郭炳聯擁抱。

心情興奮「昨晚瞓唔到」
現年68歲的郭炳江向傳媒坦言心情
興奮「昨晚真係瞓唔到」，他指獄中4
年「乜嘢情緒都有，有時好擔心，有時
好自疚，失望，好掛住屋企人，問吓自
己點解搞成咁，好多情緒要克服，唔容
易過。」幸有「神同我一齊行到尾，有
恩典，有平安」。
他又感謝家人及朋友的支持：「感
謝我屋企人、郭炳聯、我媽咪對我嘅支
持，我個女郭曉妍成日寫信畀我鼓勵
我，話畀我聽我兩個孫發生咩事。我好
感謝我嘅朋友、同事，兩個牧師喺監獄
陪住我，每個星期嚟探我。」他特別感
謝兒子郭基煇（Adam）在他服刑期
間，將新鴻基的工作做好。

「最想返屋企攬住老婆」
他又稱出獄後「最想返屋企，攬住
我老婆先」。被問及有何話想對妻子說

時，他即答要說「對唔住囉」。至於出
獄後有何想吃的美食，他說已預早訂了
些點心，兒子代答有蛋撻和咖啡，女兒
又補充說有菠蘿包，郭炳江即笑稱「減
肥喇」。
他表示會在當天稍後時間「探媽

咪」及拜祭已離世的胞兄郭炳湘，指
「佢（郭炳湘骨灰）喺我媽咪屋企啫
嘛」。對於會否返回新地處理業務，他
稱暫時不會，「我想唞下先，離開咗公
司4年，有好多變化，呢9個月（讀
書）要追返上，睇市場發生咩事，參考
其他國家，最新科技如何用於業務上
等，好多嘢要學同要追上。」
最後，他告誡年輕人要守法律，

「唔好亂做嘢，一入監獄好後悔，千祈
唔好做衝動嘢。」
隨後郭炳江由家人驅車返回深水灣

道大宅。據悉他回家後第一時間與妻子
梁潔芹擁抱，其後吃了由妻子親手炮
製，寓意守得雲開見月明的「雲耳手撕
雞」，另還吃了至愛的蛋撻和芒果。

白髮變黑髮 大宅探郭老太
直至昨日傍晚6時許，已將一頭白髮

染黑的郭炳江，乘坐七人車前往南灣道
母親的大宅，其弟郭炳聯則乘坐另一輛
七人車到達。至晚上7時許，郭炳江離
開再返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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