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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PPLI实现财富规划 

中国居民投保人利益保障摘要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 没有获得许可，且尚未在中国开展保险业务。



资产保护
• 通过国家监制的保护制度实现对投保人的最大

安全性，依法执行投保人资产与保险公司资产的
分离，投保人权利优先于保险公司的股东和债权
人。资产交由卢森堡保险监管机构 (Commissariat 
aux Assurances) 批准的独立托管银行保管。托管
银行需将托管资产与自营资产相分离，并受监管
机构的法定权力约束，以此达到对投保人的资产

保护。即使托管银行或保险公司破产倒闭，资产 
也会受到保护。这种投保人保护制度被称为“安
全三角型”。

• 资产投入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 保
单后，即成为保险公司的专有财产，并由我们指
定的投资经理管理。

财富和传承规划 
• PPLI合同（“保单”）到期日是最后一位在世被

保险人（可指定多个被保险人）的身故日。身故
赔偿金由投资组合的价值和额外的固定保险
金构成。

• 投保人可灵活指定保单受益人。保单受益人可
随时变更或撤销。赔偿金根据投保人的意愿支
付给受益人。 

• 保单可与信托结合，以优化现有的财富规划结
构。

• 简化报告义务。

• 维护与受托顾问或投资经理的现有关系。
•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 在瑞士银

行持有的资产免征瑞士证券交易印花税。
• 现有资产组合可转移到保单中。
• 保单收益指定受益人在继承时不征收遗产

税、所得税、财富税或赠与税。 
• 较低的预扣税税率。根据卢森堡与来源国之间

的适用税收协定，保单内取得的部分收益（例
如利息或股息）或可享受优惠税率。

私人定制寿险 (PPLI) 符合全球众多司法管辖区
的法律要求，是一款机制成熟、国际公认的财富
保护工具，并日益被视为对现有财富规划工具的
有力补充。
自 1991 年引入私人定制寿险作为财富规划的载
体以来，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 与客
户共同寻求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方法，并积累了
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我们的解决方案灵活而安全。如果使用得当、结
构合理，PPLI保单可为高净值个人及家庭实现最
佳税务筹划，财富保值与增值。
本摘要重点介绍了在卢森堡签发的 PPLI 保单对
中国居民投保人的主要利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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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可度和可传送性 
• PPLI 历史悠久，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
• PPLI 可在全球许多司法管辖区享受优惠税务

待遇。
• 适用于多司法管辖区家庭的跨境解决方案。

综合解决方案 
• 管理、法律和税务咨询关系。
• 投资管理的开放式架构方法 - 通常无需重组投

资组合内的资产。
• 卢森堡法律允许未上市贸易或金融控股公司

股份形式存在的资产与银行可接纳资产。
• 保单可质押，或作为抵押品。

案例分析 1

李先生和李太太 60 多岁，与一名成年子女居住
在中国。夫妇二人事业有成，累积了一定家产。现
在，他们开始遗产规划，希望今后有一个既节税
又合规的解决方案来管理家族财富。

目标
• 以节税的方式保护财富。
• 保留与受托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关系。
• 简化资产报告和管理。

方案
李先生和李太太以现金和银行可接纳资产作为
保费，购买了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私人
精选保单(Lombard Private Selection Policy)。两人
均为人寿保险被保人。

结果
• 李先生和李太太维持了目前的投资策略，并在

保单中保留了与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关
系。

• 可选择符合卢森堡监管合规的国际资产，提高
了投资的灵活性。

• 保单投资组合可享受长期税收递延福利。
• 最后一名在世被保险人身故时，向作为指定受

益人的子女支付的赔付金有可能享受免税待
遇。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课税情况

直接持有投资
人寿保险保单

成立时 保障中 提现/退保 身故时

保费税 - - - - -

个人所得税 20%1 - - 20%2 -

资本利得税 - - - - -

遗产税 - - - - -

赠与税 - - - - -

财富税 - - - - -

1 资产作为实物保费转入保单时应缴。
2 统一税率，适用于保单提现和退保收益，与之比较，收入收益则需缴纳最高 45% 的所得税。

张先生是一位 43 岁的企业家。他作为中国居民
和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持有部分流动资产
(1500 万美元)，这些资产是他出售本人在海外创
立的家具制造厂后所获的款项。他目前仍持有家
具厂 5% 的股权。

目标
• 将现有投资组合和未上市的 5% 股权合为单一

资产组合，即保单。
• 简化资产报告和管理。
• 实现长期税收递延。
• 提供持续资产保护。

方案
张先生以上市和未上市资产作为保费，购买了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私人精选保单 
(Lombard Private Selection Policy)。

结果
• 张先生维持了目前的投资策略，并在保单中保

留了与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关系。
• 可选择符合卢森堡监管合规的国际资产，提高

了投资的灵活性。
• 可将未上市股权纳入保单。
• 保单由上市和非上市资产组成，可享受长期税

收递延福利。
• 张先生可将保单作为抵押品申请银行贷款，为

其他私募股权投资机会融资。

案例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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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Lee Sleight, tep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 Asia

m: +352 621 459 479 
t: +352 346 191 343

lee.sleight@lombardinternational.com
扫描获取联系信息

扫描获取联系信息

Danni Geng 
Relationship Manager

m: +352 661 648 858  
t: +352 346 191 487

danni.geng@lombardinternational.com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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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不直接涉及 PPLI/投资相连保险业务和税收的某些方面。因此，本文件的内容反映了我们
根据当地法律和税务从业人员的建议对当地现行法律和实践的理解。潜在客户应从专业人士处获取
适当的独立建议。
免责声明 （此免责声明以英文版为主，中文版
仅供参考）
本文件由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于
2021年8月制作。其内容仅供参考，不得用于招
揽，邀约，购买或出售任何人寿保险产品。此处
包含的信息也不包含任何形式的法律、财务或
投资建议。此文件需与有资质的顾问咨询提供
的专业建议结合使用。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对是否接受客户签署的提案有决定
权。
税率概览，旨在面向高净值投资者。税率是针对

大量投资组合所确定的。税率和税基可能会发
生变化。
本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均基于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对卢森堡法律和本文
中提及的，在本文件制作之日有效的其他司法
管辖区法律的理解。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不对法律或收入惯例的任何变化
造成的后果负责。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不承诺、声明或保证这些网页中
的信息是完整、准确或最新的信息，有关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或其相关信

息的信息除外。本材料的所有版权均属于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所有。
请在订阅前及时阅读有关零售及保险投资商品
组合(PRIIPs)的关键信息文件(KID)。关键信息
文件(KID)可要求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或您的中介免费提供。
关键信息文件(KID)也可在线获取： 
www.lombardinternational.com/priips

版权所有 © 2022 Lombard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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