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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快訊 企业上市前的信托策划

上市對一家企業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分水嶺，證明公司及股東已取得一定成就，獲得投資大眾

信任，可向公眾集資發展業務。因其重要性，公司及大股東對集團上市架構，都會從生意、稅

務、風險及成本等不同角度來考慮及規劃，並會全力以赴，務求盡快成功上市。

但很多時候，因專注籌劃集團方面事務而忽略了同樣重要的自身或家族之財富管理及承傳，繼

而引發家庭爭產及不和，甚至影響集團的延續性及發展。其實這對一個成功的家族集團，無論

上市與否都會產生同樣影響。近期的霸王洗發水集團及早前的鏞記集團便是典型例子。

其中一個有效的家族財富管理及承傳安排是通過或成立信託來重組公司股份及繼承權。例如在

公司上市前把公司股份通過重組注入信託。在實務操作層面而言，在公司上市前成立信託並將

股份轉讓至信託可獲取各種好處。

信託是一種特殊的財產管理和法律行為，由資產所有人（委託人）將其資產贈送至另一個人或

法人團體（受託人），由受託人按約定條款 ( 信託契約 ) 為委託人所指定的受益人持有並管理

資產。

一般來說，在上市前建立信託並將公司股份轉移至信託有很多好處，其中包括 ( 但不限於 )：

1. 信託具有持續性

信託能跨越委託人的生命週期而不會滅亡

（有些地方的信託是有期限的），即使委託

人不幸離世或喪失工作 / 自理能力，亦不影

響信託契約的有效性，因此是建立資產轉移

的最佳平台。換句話說，即使是大股東身故，

或有任何意外、疾病而失去管理甚至投票決

策能力，公司仍然可以持續正常運作。除大

股東家族外，種子基金的投資者亦非常重視

大股東的信託安排，因他們不能將公司股權

上市後立即售賣，功成身退，如果於禁售期

內，大股東有任何意外，影響公司運作，繼

而影響股價，這是他們不希望見到的。

2. 資產的保障和隔離

公司的主要股東透過合適的信託規劃，可保

障其婚前、婚後、甚至離婚等人生不同階段

的財產權益。即使股東或其下一代因婚姻破

裂而引致資產糾紛，也不會分割信託內的資

產，減低公司因投票權和運作受影響而未能

成功上市，以及在上市後企業面對主要股東

爭產帶來的營運和聲譽風險。尤其是年輕一

代的離婚率頗高，善用信託能分離財產的擁

有人和受益人，以達到保護財產的目的。

公司的主要股東作為委託人在設立信託後，

即使面對債務糾紛，由於信託財產已不屬於

委託人，債權人也無法向信託財產進行追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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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合適的信託規劃，信託能夠避免

遺產受到法庭干涉。信託資產不屬於遺產，

遺產法庭沒有權力干涉。如果只是訂立遺囑

而沒有設立信託，公司的股權可能會因遺產

法庭的認證程序而被凍結，以致無法投票而

影響公司上市前 / 後的日常運作。

相比信託，遺囑存在不少缺陷，較容易引發

爭議，例如資產擁有人在訂立遺囑時意識是

否清醒，遺囑成立的先後以至影響其有效

性、遺囑的真假等問題。信託一旦成立，除

非信託受益人能全部達成一致共識，否則信

託很難被推翻。

3. 鞏固家族企業的掌控權及維持持續 

 經營

信託可以避免家族企業在未來面對股權分散

的問題，因為股份由信託持有不會被分散，

從而能鞏固家族企業的掌控權，確保企業維

持持續經營並由下一代有能力的管理者接

棒。如果沒有設立信託，家族事業過了三數

代繼承人後，每位家庭成員最終可能只持有

公司很少百分比的股份。這樣企業可能會因

為沒有家族成員能有效掌控公司而出現缺乏

領導者的情況。如部份股東因資金需要或其

他原因而出售股權給第三者，則可能會喪失

股份控制權，最終導致辛苦得來的成果拱手

讓與第三者。

4. 財富傳承

財富傳承並非簡單的將資產留給後輩，這還

牽涉到如何使家族生意延續下去，為家族後

輩提供長遠保障，以及如何培養後輩成為未

來的領導者。考慮到不是每位家庭成員都有

興趣或適合參與家族企業的業務，將企業股

份轉移到信託並將家族成員列為信託受益

人，便能讓有意參與公司運作的家庭成員通

過擔任公司的管理層，負責公司的運作和接

棒成為公司的新領導層。那些沒有興趣參與

公司業務的家庭成員在無需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情況下，仍可獲取信託的分配，為他們

獨立開創自身事業營造良好的開端。

有效地運用信託條款來規範受益人可收取信

託收益及資產的時間、條件、比例和限制，

有助靈活分配家族企業的資產，避免過早給

予財產而導致下一代過分揮霍和不思上進。

例如可以隨著家族成員入學、就業、結婚等

不同的人生階段，預先訂立資金用途，以防

止資金不當運用。另外，亦可設立條款以保

障家族成員在面對突發事件時得到適當的經

濟支持以應付逆境，及減少家族成員的衝

突。

5. 信託具有隱私保密的作用

如果信託是酌權信託 (Discretionary Trust)，

信託委託人會給予受託人極大權力。因信託

是私人的契約，與有限公司不同，它的內容

是不需要登記，是不公開的。即使信託是一

家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通常亦不需要披露

受益人的姓名，因此受益人的私隱可得到較

大的保障。由於信託財產的管理和運用都會

以受託人的名義進行，在一般情況下，受託

人不必及沒有權力公開披露信託財產的相關

情況。因此通過信託持股，信託委託人和受

益人的信息不會被披露。即使金融機構根據

共 同 彙 報 標 準 （ C o m m o n  R e p o r t i n g  

Standard, 「CRS」）索取財務賬戶最終受益

人的資料，有關資料也只有少數授權人員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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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前瞻性的稅務準備

在不同的稅務管轄權內，信託架構安排會

給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在信託設立、

持有、受益等各個環節帶來不同的稅務影

響。如果委託人或受益人是高稅率司法管

轄區的稅務居民，或有準備移民的計劃，

在上市前當公司股份的價值還是較低的時

候將股份注入信託，這有可能帶來稅務優

勢。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家和地方，都有不同

的稅例對信託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徵

收稅款，而其中有些國家更有遺產稅或 /

及贈與稅，因此，如何能有效運用信託以

合法地節稅或減少不必要的稅負是個複雜

的問題，因這些國家和地方都會有反避稅

條例，建議咨詢稅務專家的意見。

7. 成立信託的目的

常見的誤解是只要成立信託便可達到上列

的優點。成立信託是針對性的，要視乎成

立信託的主要目的，例如資產的保障功能

與委託人的控制程度是相對的。委託人對

信託的控制程度愈大，信託的資產保障程

度便愈小。因此家族信託的架構是要因應

個別環境及條件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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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託及稅務團隊經驗豐富，能

協助企業、家族和個人按其長遠發展

需要，在企業上市前提供前瞻性的信

託，稅務及商務咨詢。如欲瞭解我們

的服務，請聯繫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