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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管理与传承（一）

财富的传承与发展向来是世界性的

难题，“富不过三代”一直困扰着中国

的富豪，遗产税却已又悄然来临···

2015 年初，CCTV1 朝闻天下报道—

深圳公布预开征遗产税，深圳试点政策

大致如下：

资产总和在 80 万—200 万的，征收

额为 20%后再减扣除数 5万（如 100 万对

应征遗产税：100 万*20%-5 万=15 万）；

资产总和在 1000 万以上的，征收额

为 50%后再减扣除数 175 万（如 1500 万

对应税收：1500 万*50%-175 万=575 万）。

以上案例，财富增加了 15 倍，遗产

税金却增加了 38 倍。关键是遗产税的征

收方式必须是以现金的形势上缴，时限 3



个月，否则将被没收或拍卖。如今，一

套房子就价值数百万，可谓遗产税与我

们每个家庭都密切相关。

随着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系统的落成

和电子货币化的推进，个人资产、财富

信息将被及时准确掌握，遗产税征收所

需的条件已逐步达成。

根据中国 2004 年 9 月公布的《遗产

税暂行条例（草案）》，应征收遗产税

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全部

财产和死亡前五年内发生的赠与财产。

草案还规定，遗产税免征额为二十万元，

遗产税最高税率为 50%。

未来会效仿西方国家，为公民建立

一种特别的“社保卡”，同时要求购房、

购车等大宗资产的交易必须采用电子划

卡的形式进行交易，现金仅能用于平时

吃饭、交通等日常消费。当个人资产完

全阳光化，富有阶层将很难再零成本的

通过房产、现金、贵金属等形式向下一

代转移财富。



遗产税的开征也将成为冲击中国房

地产市场的原子弹，假设你准备买一套

房子留给儿子，但是孩子在继承房子的

时候要支付将近房产一半的遗产税，你

还会有欲望买房吗？

遗产税的开征将会刺激日益增长的

中国富豪群体进行更多的海外投资。海

外投资方式的多样性，给予了他们更多

的选择，开启了新一轮的资产全球化配

置。中国高净值人群已经越来越多的把

目光对准海外，寻求不同的低风险海外

投资项目，部分投资人通过海外房产投

资获得国际身份，避开遗产税等，增加

资金收益保障。

在过去的数十年，考验的是我们创

造财富的能力，那么在未来的数十年，

考验的则是我们传承财富的智慧。

财富传承无小事，以下文章，将通

过几个互动式的问答，帮助大家一文理

清“家族财富传承”的工具运用、规划



设计。

Q1 财富传承的方式都有哪些？

1、自然传承

财富所有者不做任何规划，百年后

由继承者依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但此方式下，有三个弊端：

一容易引起子孙争产；

二遗产税开征后需要缴纳高额遗产

税；

三无法做到隔代继承，也就是说如

果第二代是败家子，那么想给第三代更

多的关爱是不可能的。

因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孙子

辈的人是没有继承权，而其代为继承权

也只能在其父母死后才能享有。

2、遗嘱传承

家庭宪法（又称平安纸、遗嘱）。



是财产所有人对身后财产分配和归属的

法律安排。遗嘱既可能是一句话，更可

能是一个冗长的法律文本；既可能是对

财产的直接分配，也可能是一个财产信

托的法律文书。财富所有者生前立下遗

嘱，提前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分配和处置。

该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进

行财富的分配，但也有五个弊端：

一是遗嘱的真实有效性容易受到挑

战；

二是容易引起子孙争产反目；

三是无法规避遗产税；

四是遗嘱继承人有 2 个月的时效限

制，2个月内没有做出意思表示的，视为

放弃继承；

五是有时候需要对继承权进行公

证，而这个公证基本难以实现。

3、人寿保险传承

财富所有者生前购买人寿保险，并

指定受益人。此方式的好处在于既能够



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财富，也可以规避

遗产税和隔离债务，能够避免子孙后代

的争产，但有几个弊端：

一是无法处置非金融资产；

二是人寿保险金一定时间内不领取

的，效力可能会归于灭失，这个时间一

般为 5年。

4、家族基金传承

财富传承的体系平台、可以起到凝

聚家族向心力的作用。

大致有三种法律形态：

1、家族信托基金：（目前国内缺

少理想的法律环境和信任基础），其特

点就是把财产委托给专业信托机构、指

定特定收益人和特定的受益方式。优势

在于：A、财产隔离，B、财富传承灵活，

C、保密

家族信托的作用：

1、子女与家族教育、健康

2、投资——资产保值增值

3、避税



4、防火墙

5、隐富

6、公益信托

7、财富传承

2、家族基金会：非政府、非盈利、

自有资金的，用于教育、社会、慈善、

医疗、宗教。其本质是利他特性，它在

维持家族企业控制权上是起间接和辅助

作用。

3、家族投资控股机构：就是在家

族和企业之间介入一个机构，让家族成

员个人和企业所有权隔离，同时实现控

制权的集中行使。优点：可以灵活运用、

搭建复杂法律结构、适应家族特殊需要；

不依赖第三方减少了道德风险，加强了

私密性。爱马士集团反收购。

Q2 私人信托在财富传承中价值？

隔离债务

私人信托成立后，放入信托里的财

产不仅独立于委托人，还与受托人的固



有财产相区别，能够免受委托人后续债

务的波及。

规避遗产税

遗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有生命的自然

人，财富所有者设立私人信托后，这部

分财产将以受托人的名义存在和运作，

而受托人一般来说都是有着无限生命的

法人，不属于遗产税的征税对象，因此

能够成功的规避遗产税。

订制条款

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私人

信托的所有条款都可以依据财富所有者

的意愿，灵活订制。

保护隐私

受托人必须对私人信托严格保密，

除非法律和信托文件有规定，不向任何

人和任何机构披露有关私人信托的任何

信息。



隔代继承

私人信托可以弥补《继承法》中孙

子辈没有继承权的缺陷，也可以突破 2

个月内行使继承权的限制，更可以规避 5

年内权利灭失的风险，让财富所有者可

以放心的安排自己孙子辈的亲人继承财

富。

延续控制

私人信托由于是财富有所者生前订

立的，信托利益分配都是按照实现确定

的规定执行，因此即使财富所有者身故

后，受托人依然会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

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从而延续财富

所有者对于财富的控制。

防止分割

财富所有者在设立私人信托时可以

仅指定血亲为信托的受益人，这就能够

避免姻亲对于财富的继承，也可以避免

子女婚变给家庭财富带来的分割风险。



Q3 人寿保险的避债功能体现在哪

些方面？

1、继承人不必偿还被继承人生前所

负债务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债务人死亡后，

其法定继承人在各自继承的遗产份额内

对债务人生前所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

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1987]民

他字 52 号）中明确指出：人寿保单指定

了受益人的，保险金要给付给受益人，

不属于遗产的范畴。

所以继承人作为受益人领取人寿保

险赔付的保险金后，不必用该笔资金来

清偿被继承人遗留的债务。

2、阻碍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

《合同法》规定债务人应当行使而

不行使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有害于债权



人的利益时，债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

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即要求第三人向自

己支付相应的款项，但专属于债务人自

身的债权不被代位追偿。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12 条就明确

规定人寿保险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

债权”，这意味着债务人即使无法偿还

债务，债权人也不能根据债务人拥有的

人寿保单要求保险公司直接向自己支付

保险金。这样就实现了阻却债权人代位

权的行使。

Q4 什么情况下人寿保险的保险金

会被作为遗产进行处置？

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

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

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

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

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

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

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

受益人死亡在先。

Q5 我国目前可以设立私人信托

吗？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可以，在私人信托的设立的时候，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拟放入私人信托的财产必须是财

富所有者合法所有，不存在任何争议，

若为夫共同财产，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声

明



2、信托目的必须合法

3、受益人主要为配偶和其他具有血

缘关系的近亲属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Q6 是否只能以金融资产设立私人

信托？

以金融资产设立私人信托时最容易

操作的，但除此之外，房产或者股权等

其他类型的次澶，也是可以放入私人信

托里面，这其中有部分财产由于法律法

规的规定，可能会面临一定的成本，但

与未来可能出现的财富问题相比，这点

成本，完全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Q7 私人信托的设立门槛是否很

高？

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私人信



托是依据家庭的需要或者目的而设立

的，目的不同，对于信托财产的要求也

是有所不同。比如以安排子女 4-6 年的

高等教育为目的的私人信托，与以安排

父母或自己几十年的养老为目的的私人

信托，其需要的信托财产，可能就会不

一样。

因此，净资产 500 万的家庭，和净

资产为 1 亿元的家庭，都可以通过私人

信托来进行家庭财富传承安排。

Q8 保险和私人信托能否进行结

合？

可以。保险与信托的结合其实有两

种方式，除了目前市场上讨论比较多的

保险金信托之外，还有保险兼信托的形

式：

保险金信托



财富所有者先设立私人信托，之后

购买人寿保险，并约定未来的保险赔偿

金放入私人信托里面。呆保险赔偿到位

后，私人信托开始生效，并按照事先确

定的信托条款，进行管理和运作。

保险兼信托

财富所有者将部分财产放入私人信

托里面，尤其是无法用于购买保险的不

动产或者股权，然后将另外一部分金融

资产购买人寿保险，约定未来的保险赔

偿金放入私人信托里面。

这样，在保险赔偿金到位之前，私

人信托也可以依据财富所有者的意愿进

行管理，尤其是对于指定的受益人提供

相应的支持，比如教育或者养老，而无

需等到保险赔偿金到位后才这么做。

而人寿保险的存在，意味着每个家

庭成员身故后，都能够有一笔赔偿金进



入私人信托，以保障私人信托源远流长。

——感谢您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