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的財富規劃工具
私募壽險

僅供理財專業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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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財富規劃工具有助：
財富增長
穩健保值
靈活調動
財富傳承

合乎稅務效益之餘，亦不失自主權利
私募壽險 (PPLI) 能切合高淨值客戶的
財富規劃和傳承需要。

甚麼是私募壽險(PPLI) ？
PPLI 為人壽保險，其現金價值與開放式平台壽險保單計劃內所選的資產表現掛鈎。
PPLI 是獲全球認可的法律框架，提供廣泛的投資機遇及更大的靈活度，透過合乎稅
務效益的方式，助客戶財富持續增長及實現資產保值，成就世代相傳。

財富傳承

財富增長

完善的承繼規劃

多元化的效益

無論在世或身故後，高淨值客戶可透過指定
受益人或信託，將資產傳承。此為保密安
排，避免家族糾紛或相關人士提出質疑，亦
可避免受制於部分國家的強制繼承權。

涵蓋各類別的資產，迎合高淨值客戶的不同
需要、投資目標和風險狀況。

免卻遺囑認證
指定保單受益人或以信託形式持有 PPLI 保
單，可避免於保單持有人身故後需辦理遺囑
認證。各類的資產即使分佈在不同司法管轄
區，但轉移至 PPLI 保單內，則可確保保單
價值能適時發放予指定受益人。

化繁為簡
高淨值客戶在不同銀行或投資賬戶內持有
的資產，可透過「實物保費」的方式，整合
至單一保單內， 所有資產一目了然，管理
更得心應手，亦可受惠於潛在成本效益。客
戶亦可選擇繼續委任自己的指定託管人。

靈活調動
客戶可按個人需要，從保單提取款項。

PPLI
保單的
好處
財富保值

財富保障

達致最佳稅務效益

妥善保障

透過轉換資產的擁有權及屬權，並整合至
PPLI 保單（而非直接持有相關資產），相
關資產變為由瑞達國際持有。透過此安排，
資產能夠在毋須繳納稅項（預扣稅除外）的
情況下持續增長，客戶亦可減低身故後的遺
產稅。

以適合的信託持有 PPLI 保單能有效保障資
產（若在成立保單時並沒有欺詐企圖以避免
債權人的索償）。

減少複雜申報
在共同匯報標準 (CRS) 的監管規定下，PPLI
保單只需申報保單的價值，而無需就每項資
產的詳情作申報。

安枕無憂
投資者享有 1991 年馬恩島人壽保險（保單
持有人賠償）規例下法定賠償計劃的保障。

完善的財富傳承
個案一：黃先生

黃先生獨資擁有一家 IT 數
據保安公司，公司價值 1,000
萬美元，未來擁有龐大的增
長潛力。他將大部份的資金
投放於公司的業務發展，並
持有部份美股和各地的交易
所買賣基金 (ETF)。黃先生
與妻子育有兩名兒子：長子
正在修讀 IT 碩士課程，而
幼子則仍在攻讀工程學位。

PPLI 的作用

潛在問題
遺囑認證需時甚久－一旦黃先生不幸
身故，其資產將被凍結，並須辦理遺
囑認證。這過程可能長達數年，將對
黃太及其兒子造成重大的影響。
缺乏承繼規劃－黃先生的大部份的財
產均投放在業務上，一旦不幸身故，
其公司及家人將會面臨困難。雖然公
司有盈利而且潛力龐大，但黃太對業
務營運一竅不通，亦將缺乏足夠的流
動資金，以應付子女的教育和生活開
支。

開放型
投資公司

定息
證券╱債券
透過將資產整合至一張PPLI保單。相
關資產的擁有權及名義將由個人轉移
至瑞達國際。

更快繼承遺產－黃先生可指定黃太成為
PPLI 保單受益人（當他離世後），這意
味著不需於每項資產所在的司法管轄區
內獲取遺囑認證。保單利益可以迅速轉
移到黃太，以避免遺囑認證的延誤。
企業承繼 順利過渡－ 日後如黃先生找
到合適的生意伙伴，亦可選擇利用變額
萬 用 壽 險 方 案（ 詳 情 可 向 瑞 達 國 際 查
詢），建立要員保險或買賣安排，以達
致企業的延續及承繼規劃。

下圖為可轉移至瑞達國際資
產的部份例子。

股票╱股份

資產增值－黃先生可將其名下美股和其他
ETF 以「實物保費」方式轉移至 PPLI 保
單內。透過將相關資產的擁有權授予瑞達
國際，資產能繼續增值的同時，更可受惠
於稅務遞延的效益，並可減少某些司法管
轄區的遺產稅責任。

PPLI
保單
交易所買賣
基金

私人股票

單位信託
基金

最佳稅務效益
個案二：John 及 Jenny

John 是 英 國 人， 其 妻 子
Jenny 在新加坡出生。夫婦
目前在新加坡居住，但計劃
將來返回英國定居。二人各
自在英國、美國和亞洲的多
間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證
券行均擁有賬戶並持有多項
股票。

潛在問題

PPLI的作用

限制財富增長－當 John 和 Jenny 日後離
開新加坡，他們直接持有的資產須繳付
稅項（如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等）。這
可能會蠶食二人的財富，限制或減慢財
富的增長。

稅務遞延的效益－ PPPLI 是一種具有稅
務效益的工具，由於不再直接持有相關
資產，而是將擁有權變更為瑞達國際所
有，代表著投資能夠在毋須繳納稅項的
情況下持續增長。當投資收益毋須即時
繳稅，意味著投資回報可累積滾存。即
使 John 和 Jenny 成為英國稅務居民 (tax
resident)，但有別於英國居籍人士 (UK
domicile) 須即時就海外資產繳稅，非英
國居籍人士 (UK non-domicile) 則只在若
干時間後才需就海外資產繳稅。

遺產稅風險－若其中一方身故，他們需
就資產繳付英國遺產稅。John 遍佈全球
的資產需繳付英國遺產稅；而 Jenny 在
有遺產稅或類似稅項的國家（如英國及
美國等）的資產，均需繳付遺產稅。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CRS) 的 要 求 － John 和
Jenny 名下有不少股票，相關機構需每
年就每隻股票的資本增值、出售和股息
逐一作出繁瑣的申報。

減低遺產稅負擔－作 為 英 國 居 籍 人 士
(UK domicile)，John 可 將 資 產 的 擁 有
權轉移至保單，並配合適當的信託安
排， 藉 此 減 少 需 繳 付 的 英 國 遺 產 稅。
而 Jenny 作為非英國居籍人士 (UK nondomicile)，可利用 PPLI 保單安排放棄
對資產的所有法律和實益權利；換言之
即使 Jenny 不幸身故，其在英國和美國
的財產亦毋須繳交當地的遺產稅。
簡化 CRS － John 和 Jenny 可 將 全 部 現
有股票整合至單一 PPLI 保單。在轉換
相關資產的擁有權後，瑞達國際只需申
報保單價值。這樣可降低全球不同司法
管轄區的金融機構持有資產時資料外洩
的風險。

在世界各地持有資產是由相關金融機構辦理不同
的申報手續；將資產整合至 PPLI 作單一申報，可
減少資料外洩的風險。

為甚麼要為客戶提供PPLI？
PPLI 是市場上另一種類的財富承傳產品，可助您鞏固與客戶的關係
為持有大量資產現貨的客戶，提供不同的方案選擇
可保留並增加所管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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