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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遗产规划
“公司遗产规划”策略可以让企业主在

递延纳税的基础上增加被动资产和/或
盈余。设计该项替代公司应税投资的策
略的目的是为企业的遗产或健在的股
东提供更高的企业免税价值。该策略让
企业得益于递延纳税项目，这不会让企
业承担更多风险，同时能够让企业获得
所需现金。公司遗产规划策略的目标之
一是减少股东身故时的最终应纳税额。

根据现有的税法，当受保的企业主身故
时，公司将收到免税的保险收益，同时
其资本红利账户将收到减去调整后保
险成本基础的收益余额。资本红利可以
免税支付给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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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何在
自营公司、控股公司和管理公司经常拥有不用于实际经营的现金和投资资产。这些锁定在公
司内部的资产通常只能作为应税分配支付给各个股东，除非有一个资本红利账户，上面有贷
方余额。似乎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将公司的保留盈余以免税的方式支付给股东。

保留盈余或剩余现金往往用于投资担保投资证（GIC）和其他短期投资。这些投资都有保障，
获取现金也较容易，但是回报率较低。实际经营收入按照小企业税率纳税，但是用于投资的
保留盈余和剩余被当做被动收入，税率较高。2018年税收变化之后，较高的被动收入也可能
导致小企业的主动收入的税率增高。

企业主可能希望将一些遗产捐给教会、钟爱的事业、学校、社区等等，但是可能也想给子孙留
下一些遗产。他们感觉自己的遗产不够两者兼顾。

如何运作
控股公司经常用于保护自营公司的保留盈余免于可能的债务。剩余资金从自营公司转到控
股公司，以保留自营公司的小企业身份，使其保留按较低税率纳税的资格。

该项策略尽快地将保留盈余（被动资产）的一部分重新分配或投资到永久寿险中。对这些需
要纳税的款项进行转移的做法利用了永久寿险的避税增长。 

这些锁定在公司内部的资产通常只能作为应税分配支付给各个股东，除非有一个资本红利
账户，上面有贷方余额。

该项策略充分利用了身故时的免税支付，也利用公司资本红利账户向股东支付免税资本红
利。这与股东拿到固定股利时适用的个人税率不同。

该项策略特别
适宜50岁以上
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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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益处
企业主得以终身不必就公司投资资产的增长缴税，还可以有现金应付紧急情况。该项策
略为企业需求提供容易变现的财富，例如主管人员、债务和买卖协议。他们还可以用身
故时的免税收益取代捐给慈善组织的资产或者为继承人和钟爱的事业留下遗产。

业主可以用永久参与寿险中的保留盈余买回股份，可以直接从保险中借出或支取累积
红利。或者，他们可以在申请银行借款用于回购股份时将保险价值作为担保。

该项策略提供了从控股公司取出资金的有效途径，并且可以优化身故时的遗产价值。 

目标客户
该项策略特别适宜的客户群体为：50岁以上，拥有公司，公司有大笔保留盈余在控股公
司、投资或管理公司或可以从一家自营公司转到几家公司。可以确定确实需要保险来提
供容易变现的财富，用于主管人员寿险、为买卖协议提供资金、支付担保协定及银行借
款和/或资本收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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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51岁，男性
不吸烟，身体健康，生活
方式积极活跃

Paul  
26岁，男性
不吸烟，身体健康，生活方
式积极活跃

公司： 
股份公司。John是唯一股东

家庭： 
大儿子Paul积极参与公司管理。 

认识一下John和Jane

John拥有一家制造公司，Jane
有自己的事业。这家公司在
John的家族三代相传，John想
将公司传给儿子Paul。John意
识到，如果将公司传给Paul，这
需要一些财务规划，于是他和
Jane去见了财务顾问。 

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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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将公司保留在家族中

• John去世时将公司所有权交给Paul

• 确保Paul接过所有权时公司具有财务清偿能力

可能存在的问题 

John去世时可能会就产生的资本收益支付大笔所得税。这个家庭想要找到在John
去世时支付所得税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而不必等到Jane去世，好把公司完整地传
给Paul。   

寻找解决方案
财务顾问与John和Jane会面后，考虑了几个解决方案，以确保将公司的所有权顺
利地从John的名下转到Paul的名下。财务顾问决定推荐Empire Life的公司遗产规
划策略。原因如下： 

策略
• 让John在递延纳税的基础上从公司盈余中增加被动资产 

• 为遗产和继承人Paul创造更高的公司税后价值 

• 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为企业需求提供获取现金价值的途径 

机会 
• 用公司内的资产为寿险提供资金，这个做法提供了以下切实可行的机会：

• 将资产隐蔽于公司遗产收益中

• 为剩余保留盈余提供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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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作： 
• 将被动资产的保留盈余的一部分重新分配到寿险当中

• 利用特别设计的寿险中的避税增长

• 在受保人身故时向公司提供免税支付

• 利用资本红利账户为股东减税 

• 为继承人Paul提高价值   

资本红利账户（CDA）： 
• 只有加拿大控股私人企业（CCPC）才能拥有的名义上的税务账户

• 资本红利账户由公司收到的免税额组成，包括： 

• 资本收益的免税部分

• 信托的资本分配

• 寿险的身故抚恤金收益 

• 从其他公司收到的资本红利

• 存入资本红利账户的金额可以作为资本红利免税支付给股东

• 来自寿险收益的存入资本红利账户的金额由寿险的调整后成本基础（ACB）调整 

• CDA余额=寿险身故抚恤金-ACB   

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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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John和Jane的财务顾问推荐Empire Life的EstateMax8年保证付清永久参与寿
险，选项为提升保额红利。提升保额红利选项用年度保险红利在保险最初几年为保
险费提供最大的保险金额。 

保单结构：单一保险，男性，不吸烟 
初始保险金额：$3,600,000 
年度保险费：$187,500，仅需8年付清 

除了仅需8年付清的保证均衡保费之外，EstateMax保证8年付清还通过提升保额红
利选项提供负担得起的永久寿险保护。 

这是Empire Life的EstateMax8年保证付清永久参与寿险提升保额红利选项的资
本红利账户余额与某竞争公司的10年付清参与寿险比较：  

年龄 年度 公司“A”WL--10 支付
额--$150,000/每年

存入CDA

Empire Life WL -- 单一寿险，男性 
-- 187,500/每年，8年付清

存入CDA
52 1 $2,010,887.53 $3,416,375.68

56 5 $2,332,969.03 $2,689,714.97

61 10 $2,619,777.43 $2,177,844.13

66 15 $2,572,028.72 $2,264,894.83

71 20 $2,697,687.71 $2,395,037.49

76 25 $3,060,465.42 $3,006,607.33

81 30 $3,625,787.56 $3,922,579.91

86 35 $4,264,305.69 $5,105,556.89

91 40 $4,596,391.72 $6,005,9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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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

John和Jane的顾问使用Empire Lifede Envision销售说明软件创建了一份公司遗产规划
演示，用来解释和强调公司遗产规划策略与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相比的优势。

这是创建公司遗产规划销售演示时使用的假设概览：     

理念假设
受保人
寿险： ....................................................................... John，
 男性，51岁，不吸烟 
产品
名称 ......................................................................... $3,600,673 EstateMax，
 单一寿险 
 年度保险费（8年）
其他投资
增长细目................................................................... 100% 利息
利息的有效税率........................................................ 50.00%
预期年度增长率........................................................ 3.000%

保单
年度

税后收益 比较 折合税前
回报（%）保险税后

遗产收益
投资税后
遗产收益

税后收益
保险 vs.
投资

保险与投资
相比增长%

10 $2,956,132 $955,847 $2,000,284 209% 30.05%

20 $3,379,949 $1,190,073 $2,189,876 184% 13.34%

30 $5,255,210 $1,461,901 $3,793,309 259% 11.35%

40 $7,893,931 $1,777,369 $6,116,562 344% 10.35%



11

此处显示为保单年度末的价值，仅供说明使用。总退保现金价值和总保险金额的任
何无保证部分取决于申报的保单年度红利，这是没有保证的，显示的价值假设按照
现有的Empire Life红利比例每年申报红利。

在John在舒适的家中时，John和Jane的顾问用Empire Life的在线“Fast & Full”
电子申请销售流程，在办公室里完成了寿险申请。Empire Life的非面对面寿险申请
限额现在是$5,000,000。 

Empire Life总部立即收到申请，随即申请经过VIP流程，包括： 

• 收到保险承保时发给顾问和管理总代理的欢迎邮件。 

•  在整个承保过程中可以直接与保险商联系。 

•  优先处理您的文件并及时更新任何进展或决定。  

• 如果需要，将优先安排并跟进医生报告。

• 我们会寻找最优惠报价。

• 我们会联系您，告知您最终决定（标准、定率或拒绝）。

• 结束之前，我们会与顾问联系，了解延期的可能。

保单发出后，John通过Empire Life的电子合同发送流程收到了电子保单合同。 

Empire的在线电子申请销售流程“Fast & Full”提供非面对面销售流程和电子合同
发送，为顾问节约时间，让其不必一次又一次去John的办公室和家里完成申请和
送交保单合同。John和Jane对在线销售能力和合同发送印象深刻。这让顾问和客
户与Empire Life的业务往来简单、迅捷和方便！



The Empire Life保险公司（Empire Life）成立于1923年，是一家自豪的加拿大公司。我
们提供个人和团体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投资和退休产品，包括通过全资子公司 
Empire Life Investments Inc.提供的基金。

Empire Life是加拿大1排名前十的保险公司之一，被by A.M. Best Company2评级为A 
(优秀）。我们的使命是让加拿大人简单、迅捷、方便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投资、保险和团
体福利，从而营造健康、获得收入和得到财务安全。 

在Twitter @EmpireLife 关注Empire Life,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www.empire.ca，了解
更多详情。

1  Globe and Mail 财经版，2018年6月，根据收入。
2 2018年6月7日。如需了解最新评级，请访问www.ambest.com。

本文件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咨询，不可解释为法律、税务、财务或专业建议。Empire Life保险公司对
于对该信息的依赖、滥用或疏忽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做决定之前，请寻求专业建议。

® Empire Life保险公司的 注册商标。  
保单由Empire Life保险公司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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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和投资--简单。迅捷。方便。®
www.empire.ca   info@empire.ca

关于如何在保险计划中添加这些产品的详情，请联系财务顾问或访问empir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