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是你的
信托目的地

Southpac
信托
私人信托服务

关于 Southpac 信托
Southpac 信托始创于 1982 年，是一家
独立的专业受托人公司。 在新西兰、尼
维斯、库克群岛均设有办公室。
Southpac 信托的独立性意味着客户服务
范围广泛和灵活，在最大保护客户隐私
和机密的同时，提供量体定做的产品和
服务。
Southpac 的新西兰受托人公司-安全新西
兰受托人有限公司（Secure NZ Trustee
Limited）在新西兰内务部注册，根据反
洗钱和反资助恐怖主义法令 2009，有向
新西兰内务部报告的义务。 受托人公司
只作为新西兰外国信托的受托人，不是
Southpac 信托集团运营公司的任何部分。

国家
新西兰位于南半球的南部， 是距离南极
最近的国家。就国土面积而言稍大于英
国，但只有 440 万人口。全国天气和地
理地形变化多端，包括冰川、山脉、峡
湾和亚热带森林和海滩。新西兰以橄榄
球、航行团队和户外活动著称，同时也
因风景优美而成为电影拍摄的圣地，尤
以《指环王》和《 霍比特人》的拍摄而
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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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声誉
新西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
一，只列于丹麦、芬兰和瑞典之后。它
是一系列世界组织的活跃成员， 例如世
界经合组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联
合国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因
此，当一个高资产人士建立新西兰外国
信托作为他们的财富规划时，新西兰被
认为是一个可靠和安全的国家。

政府体系
新西兰的主权国家元首是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总督是女王的代表执行正式的宪
法功能，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机构是独立
的和相互分离的。新西兰基于威斯敏斯
特模式，是一个自治的英联邦成员。新
西兰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法治极为
重要。它是一个通法国家，通过法院司
法解释法律。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遥远
和独立，所以受欧盟的和/或其他国家决
策的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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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有资格的受托人

新西兰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财产税、遗
产税、印花税。居民世界范围内所得收
入需纳税，双重征税协定可适用。

为了确保新西兰外国信托不适用新西兰
全世界范围内收入征税，至少有一名受
托人必须是有资格的受托人。这意味着
受托人公司的董事们必须在新西兰法律
协会注册、或在特许会计师协会或信托
与财产从业者协会(新西兰分支)注册。
这将确保在新西兰，任何提供受托人服
务的人员在技术上合格，具有高专业服
务水准。

下面是在新西兰居住的个人税率总汇：
纳税收入范围
（新西兰元）
0 – 14,000
14,001 – 48,000
48,001 – 70,000
70,001 和以上

边际税率
10.5%
17.5%
30%
33%

经经合组织认可新西兰的税收制度不是
有害的税务管辖，不是一个优惠的税收
制度，也不是其他国家的避税天堂； 但
同时它为新西兰的外国信托提供了一个
有利的税收形式。
不像其他司法管辖，新西兰外国信托是
根据财产委托人的住地纳税，而不是在
受托人的居住地纳税。因此这意味着只
要财产委托人和资产位于新西兰之外，
信托将不需在新西兰纳税。信托只在资
产所在地国家纳税，或资本或收入分配
受益人居住地和/或注册地纳税。在新西
兰没有纳税义务，这将确保信托或受益
人不会被二次征税。

监管要求- AML/CFT, CRS and FATCA
新西兰是一个经济安全稳定的国家，
1973 年与其他 34 个成员国一起成为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作为一个成
员国，它采纳了这个政府间组织建议的
一系列政策和惯例。2017 年初新西兰将
采用通用报告标准(CRS)。新西兰通过立
法打击洗钱和反恐 （反洗钱和打击资助
恐怖主义法案 2009）并与美国政府签署
了政府间协议，帮助新西兰金融机构遵
守外国账户纳税遵循法案（FATCA）。

新西兰的税收当局 - 税务局(IRD)，持有
所有新西兰外国信托的信息， 然而这些
信息并不对公众公开。当税务协定单位
要求使用信息时，除非有正当理由，税
务局不会透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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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西兰信托



信托持有的资产在财产委托人过世
后不适用遗嘱认证法和继承税。

财富规划
财富规划应该象多元化投资组合一样，
不应局限于一个人的祖国。财产委托人
对他/她的资产有不同目的的设想在其祖
国或其他司法管辖区不能得到满足。信
托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和安全的财富规划
工具。
资产保护
把资产所有权安置到财产委托人的祖国
之外的国家，可以确保财产在无法预见
的情况下保持安全。例如政局不稳定和/
或有被没收资产的风险、绑架或勒索、
财产委托人的潜在责任。外国判决只有
在与新西兰有相互协议管辖权，并且从
新西兰法院得到外国判决的注册时才被
认可，新西兰法院颁布法庭审理程序。

信托的商业用途
在商业世界，信托是一种非常有用和灵
活的手段。例如，信托可以用于循环贷
款、商业安全、项目融资、银团贷款、
债券资产、提货单、被隔离债权人的从
属信托、交易信托或作为特殊目的媒介。
应用创新思维信托的使用是无限度的。

信托的机制
财产委托人
财产委托人(授予者)是给信托委托资产
的人。一旦资产已经被转至信托， 财产
委托人放弃所有合法权益。合法权益转
移给受托人。

继承计划
每个高资产人士继承计划的原因都将不
同，反映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


在信托内，代际财富可以保存，确
保财产委托人过世后资产的拥有具
有连续性。



信托可以保证财产委托人家庭中的
弱势成员有可实施的计划。



新西兰外国信托允许财产委托人避
免在祖国被迫的财产继承。信托给
财产委托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置资
产的自由，可能不同于外国继承权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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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将只持有资产的合法权益，同时
受益人仍旧享有受益权。

虽然财产委托人对资产将不再有法定权
益，他们仍可能通过保留权利或根据信
托契约的条款被认命为信托保护者参与
信托。财产委托人拥有这些的权力的程
度取决于下面的情况：CRS 报告；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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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影响财产委托人；如果法院可以通
过财产委托人接触到信托，财产委托人
在其祖国的管辖地有被起诉的风险，因
为法院无法起诉受托人；或者尽管信托
在国外，财产委托人被认为藐视法庭。

受托人
受托人对受益人有诚信责任，这是受托
人的至高职责 。信托和受托人的权利受
到信托契约条款、成文法和个例法的规
范和管理。受托人必须完全出于为受益
人的利益而经营信托资产，所受委托的
资产不能形成受托人的部分私人财产。
经营和控制基金至少有一名受托人必须
是新西兰居民。Southpac 信托的法人受
托人董事们定居在新西兰并都是有资格
的人。所有管理和控制新西兰外国信托
都是通过新西兰外的办公室管理。

受益人
信托契约中任命的受益人是有权得到信
托资产利益的人。 财产委托人可以是其
自己信托的受益人。在信托契约中有明
示规定允许在信托的有效期内排除、删
除和任命受益人。

信托资金
信托可以持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形
式的资产 - 动产或不动产。资产可以在
任何时候申加，但为了办理速度，信托
办理的初始象征性资金是 10.00 美元，
大量的资产可在稍后的日期转入。
保护人
保护人可以由财产委托人在信托建立后
任命。保护人对受托人的一些权力有否
定和肯定的否决权。取决于保护人的祖
国，否定的否决权可对保护人产生非有
意的税务结果；他们可能被其祖国法院
迫使提交资产给法院控制或提供信息。
托管或者咨询受托人
根据 1956 年受托人法令，受托人可以
任命一名托管或咨询受托人，他们不需
要居住在新西兰。如果任命了托管受托
人，信托资产可能会授予他们，但是与
信托相关的所有决断权和管理仍归于最
初的受托人（管理受托人）。托管受托
人仅仅持有信托资产，不承担对执行管
理受托人给予的指令或任何行为或管理
受托人方违约造成的连带责任。
咨询受托人可以被任命，但资产仍授予
最初的受托人（责任受托人）。责任受
托人可以就和信托有关的任何事情请教
咨询受托人。然而，如果感觉建议与信
托或任何法律有冲突，责任受托人没有
义务遵循咨询受托人的建议。在遵循建
议时，责任受托人不承担对所做事情或
者忽略事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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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托管和/或咨询受托人可以用在
任何财富规划结构；在处理某些司法管
辖权跨多个时区时可能是有用的；或者
如果财产委托人不满意受托人对信托资
产拥有完全权利的概念。例如:

能被视为应缴税和/或可报告的事件，尽
管分配还没有进行。
相关立法

受托人法令 1956
税务执行法令 1994
收入税法令 2007
最后
那些不能使用被认为避税天堂的“离岸”
金融中心，或不能使用税收优惠制度或
被列入本国的黑名单的客户应使用新西
兰信托。新西兰外国信托在全球享有声
誉和受到青睐。
联系
可撤销或不可撤销信托
除非财产委托人特别指出，否则信托应
该是不可撤销的。只有当财产委托人期
望保留对资产日后召回的权利时，信托
可撤销，这时信托就被终止了。这个选
择会对财产委托人产生税务结果。在某
些情况下，和其他形式的实体相比会抵
触建立信托的目，因为税务当局可认为
财产委托人仍然保留对资产的控制。
固定或全权信托
全权信托是指受托人对信托资产的分布
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受益人在信托资
产的分配上没有绝对权利指导受托人，
并只当受托人决定给一个或多个受益人
分配而排除其他人时，受益人可收到收
入或资金。

我们的专家在新西兰都有法律背景，理
解在建立和实施你的财富规划结构时，
注重细节正确的重要性；我们将和来自
世界任何地方的专业顾问和专家一同工
作。我们期待收到您的垂询，帮助您实
现财富规划。
请注意 Southpac 信托和其附属公司不提供关
于税收、法律或会计建议。本材料的信息仅
作参考之用，并不是有意提供税收、法律或
会计的建议，所以不应依赖本材料作为寻求
税收、法律或会计的建议。在建立一个离岸
实体或信托之前，你应该咨询自己的税务、
法律和会计顾问。

固定信托指每个受益人将接收到固定的
收益。不幸的是在某些司法辖区，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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