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区领先的 
中岸管辖 

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ASIA PACIFIC’S 

LEADING MIDSHO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纳闽在哪里？ 



衔接亚洲企业 

 71％的纳闽公司以亚洲为基地 
（截至2017年） 

71% of Labuan Companies are Asian-based  
(as at 2017) 



什么是纳闽商业与金融中心 

  •在1990年设立的独立税务政策的岛屿 

  •属于马来西亚直辖区 

  •独立税务优惠政策，面向全世界企业家 

  •坐落亚洲，与大部分国家在同一时间线上 



完善的法律体系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Labuan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Labuan Foundations Act 2010 

Labuan Limited Partnerships and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s Act 2010 

Labuan Business Activity Tax Act 1990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Act 1996 

Labuan Trusts Act 1996 

Labuan Companies Ac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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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成为世界注目？ 

纳闽优势 架构优势 

 税务优势 其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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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优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白名单 
 纳闽金融中心是中岸属性 
 满足与实体公司要求，且费用相对合理  
 被香港上市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澳大利亚交易所   
承认上市资格 

 马来西亚与超过70个国家签署双重税务协议（DTA) 
 企业拥有马来西亚税号，能申请企业税务居民证 
 纳闽政府积极的加强法律体系保护投资者利益 
 马来西亚纳闽与中国没有时差与沟通问题 

 

 

 

 

 

 

 



DTA 协议签署国 

ALBANIA      ARGENTINA      AUSTRALIA        AUSTRIA        BAHRAIN     BANGLADESH    BELGIUM  

CROATIA 

    IRAN              IRELAND           ITALY                JAPAN           JORDAN      KAZAKHSTAN        KOREA            KUWAIT       KYRGYZ             LAOS         LEBANON   LUXEMBOURG 

   MALTA        MAURITIUS    MONGOLIA      MOROCCO      MYANMAR       NAMIBIA   NETHERLANDS 

      POLAND             QATAR        ROMANIA           RUSSIA 

BOSNIA 
HERZEGOVINA 

BRUNEI         CANADA           CHILE            CHINA  

DENMARK            EGYPT                 FIJI              FINLAND          FRANCE       GERMANY    HONG KONG   HUNGARY       INDIA          INDONESIA CZECH 
REPUBLIC 

NEW  
ZEALAND 

 NORWAY      PAKISTAN  PAPUA NEW 
GUINEA 

PHILIPPINES 

SAN 
MARINO 

SAUDI 
ARABIA 

SEYCHELLES  SINGAPORE SOUTH 
AFRICA 

  SPAIN         SRI LANKA       SUDAN 

SWEDEN   SWITZERLAND          SYRIA          THAILAND          TURKEY  TURKMENISTAN       UAE                  UK                  USA         UZBEKISTAN  VENEZUELA   VIETNAM 



CRS 与实体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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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办公室 

员工 

决策 

缴税 

年审 

银行 

纳闽企业都可以符合要求！ 



纳闽与离岸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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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纳闽 BVI / 
 塞舌尔 

开曼群岛 

实体体现 能 否 否 

税率 3% 0% 0% 

银行支持 在岸与离岸 离岸 离岸 

国际承认 OECD白名单，4
国交易所承认 

避税天堂 避税天堂，多
国交易所承认 

维护费用 合理 低 高 



纳闽与在岸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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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纳闽 新加坡 香港 

实体体现 能 能 能 

税率 3% 17% 8.25%-16.5% 

银行支持 相对简易 开户审批严格 开户审批严格 

交易所上市 4国交易所承认 新加坡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维护费用 低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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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税务10大优势  

 企业控股分红所得，免税 
 国际贸易所得仅收取企业净利的3% 
 与马来西亚企业交易所得缴交净利的24% 
 对于利息、管理费、品牌费、技术费没有预扣税 
 没有外汇管制 
 没有印花税、消费税、进出口税、销售税和增值税 
 没有遗产税、纯利润税 
 股东分红无需缴个人所得税 
 专业人士和高管豁免50%的个人所得税 
 外籍董事个人所得税务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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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优势  

 100% 外商独资拥有，不需要马来西亚本地人参与 
 多种不同是金融执照、企业架构 
 个人财富管理架构 – 信托与私人家族基金会 
 最低1美元的到位注册资本金 
 适合任何行业包括但不限制 ： 

 计划转上市的控股类企业 
 避开贸易战的贸易类企业 
 面向全球服务的投资顾问类企业 
 金融科技发展类企业 – 包括实体与虚拟交易 
 全球项目融资的企业 
 资金池管理与基金管理类人 
 租赁、保理、投行的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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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优势  

 远程注册、7天内快速完成 
 注册完毕后，股东董事到吉隆坡即可办理银行开户 
 可以开设多个外币销售账户，并以马币、人民币、 
   美元直接结算，减少汇差 
 可以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发生业务交易关系 
 可以在吉隆坡与伊斯干达区设立办公室，聘请4个员工 
 马来西亚是东盟十国成员之一 
 维护成本费用相对低和合理 
 马来西亚被选为合适世界经商排名第15 



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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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商务解决方案 

•控股公司 

•进出口贸易公司 

•私募基金业务 

•特别架构 :  

•有限合伙 

•受保护单 

纳闽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私人定制财富方案 

•私人家族基金会 

•信托 

纳闽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 各种执照 

•金融管理牌照 

•商业/投资银行 

•金融保理牌照 

•信贷牌照 

•虚拟货币交易所 

•虚拟发币（ICO） 

•电子支付平台 

符合常规的伊斯兰教义 

可在吉隆坡或柔佛依斯干达区设立营销办事处 



各大金融牌照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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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 (Investment Banking License)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证券承销与经纪、企业融资、兼并收购等 
 拥有超过3年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可申请 
 到位资金3百万美元左右 （1千万马币），视情况而定 

 
 

证券牌照 (Securities License)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客户投资建议、资金管理等 
 拥有3年以上基金管理经验者 
 到位资金4万美元 （15万马币） 

 



各大金融牌照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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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牌照 （Money Broking License）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外汇交易、资金管理等 
亦可申请虚拟货币交易所，操作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Crypto Exchange） 
 
 拥有超过3年金融、基金管理经验者可申请 
 到位资金12.5万美元 （50万马币） 
 详细商业计划书 



各大金融牌照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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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牌照 (Fund Manager License)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股票、债卷、提供投资建议, 管理和监督等 
 拥有超过3年金融、基金管理专业人士申请 
 到位资金7.5万美元 （马币30万） 

 
 

私募基金 (Private Fund) 
创建基金池，私募基金 
 详细商业计划书 
 少于50位投资者，每位投资者投资额不少于7万美元 
 投资者不设人士，则每位投资者投资额不少于14万美元 



各大金融牌照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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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牌照 

保险业务 

专属保险 

人寿保险 

再保险 

保险从业员 

保险经理 

承销经理 

保险经纪人 



各大金融牌照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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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牌照 : 
 
 船务牌照 
 租赁牌照 
 保理牌照 
 公募基金 
 大宗贸易牌照 
 游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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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分析         



架构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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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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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公司 

私募A 
土地收购 

房地产 

私募B 发展计划 
投资项目 ： 
 股票市场 
 外汇与期货 
 企业计划 
 企业并购 

 商品 
 房地产 
 土地收购 
 发展计划 



架构案例3 

24 

虚拟发币ICO 

多种电子货币钱包 

法币兑换系统 

多种货币交易系统 

手机交易软件 

电子支付平台 

虚拟货币交易所 

纳闽监管局同时颁发虚拟发币ICO、 电子钱包（支付

平台）与虚拟货币交易所， 三大牌照为您的个别业务

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纳闽私人家族基金会 

资产配置全球
化时代- 

保持与保障灵
活性的根 



纳闽私人家族基金会 

+ 
Trust 
信托 

FOUNDATION 
私人家族基金会 

个性化 

规范化 

零烦恼 



私人家族基金会优势 

  创办人拥有完全100%的控制权 

 创办人可以完全控制基金会的基础结构，管理，资产持 

有和受益人的类型! 

 基金会的条规条例自由更新 

  创办人可以是个人或公司，创办人也可以是受益者 

  转移入基金会的资产，在2年后不允许任何法律索赔 

  合格法人监管并执行运作 

  基金会设立批准后，即时生效  



私人家族基金会优势 

 在《纳闽基金会法2010》法令下受到完全的国际认

同与保护 

  基金会的拥有权可以是永久式或时限式 

  基金会初始启动的资产要求只需1美元  

 受益人所得资产无需缴税 

  可以永续传承 

  低所得税利率，贸易型活动仅需3%； 

  控股投资型活动则0% 

 



私人家族基金会优势 

 能够持有马来西亚资产，马来西亚资产收入为24%税收 

 穆斯林创办人是允许自由选择遵从或否伊斯兰教法法

规  

  没有遗产税和预扣税 

  可以用作慈善用途 

  高度保密和保障 

  有效避免家族纠纷 

  有效避免企业与财富流失 

  它允许随时迁户其他国家 



信托和私人基金会对比 

受法律保护的章程 
 

用途–传承规划 
 

生效期–基金会注册后 

费用–低 

2年后债权人不可以索赔 
 

保密性强 

创办人与家族自行管理  

私人家族基金会 

一种合约安排 

用途 - 遗产规划 
 

生效期 - 信托文件完成后 

费用–根据资产价值 

5年后债权人不可索赔 

有机密性 

管理 - 由受托人管理 

信托 



CRS态度 

信托 私人家族基金会 



费用比较 

年度 

资产价值 

1亿美元 

私人家族基金会的年度秘书费，委员费及政府费用 

成本 < 0.1% 

信托费用 

私人家族基金会费用 



继承规划的工具 

遗囑 

信托 

私人家族 
基金会 



私人家族基金会用途 

个人财富管理 

财富通过家族办公室实现

世袭性传承 

设立奖励金制度 

打破富不过三代迷思 

提高家族水平 

促进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与

传承 

慈善计划 

预防家族遗传病的隐忧 



架构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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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闽私人家族基金会 

股权控股 

与投资 
全球房地产 

市场交易 

与现金 

首饰与 

传家宝 



股权控股用途 

纳闽私人家族基金会 

加拿大 

合伙公司 

纳闽贸易 

公司 
香港投资公司 中国公司 

保障海内外生意，使利润最大化 
 



购买持有用途 

纳闽私人家族基金会 

房地产 珠宝 艺术品 游艇 现金 

保障海内外资产，永续传承 
 



慈善用途 

多种途径，完成心愿 

遗嘱 
纳闽私人家族 

基金会 
慈善 

保险 



管理人员架构图 

注: -  
若是纳闽慈善基金会，才需要委任托管人，审计师和监管人 

Foundation 
基金会 

Founder 
创办人  

Council 理事 

Officer 委員 

Secretary 秘书 

*Supervisory 
Person 监督人 

*Auditor 审计师 

*Custodian 保管人 



案例 

一位商人留下妻子（家庭主妇）和孩子 

潜在问题 

海外房产所有权 

费用  

财务管理知识和纪律 

无法确保继承权不被流失 



避免家族生
意所有权的
流失... 

案例 



案例 

唯一的孩子 



纳闽私人家族基金会 

您的 
继承规划 



盈满信托有限公司 

盈满信托有限公司       CP Trust CO LTD (LL10467)  
Licensed by Labuan FSA No. LT0061 
Marketing Office: Unit 15.02 Level 15, Plaza 13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161 0354   Email: contact@labuanbusiness.com 

www.LabuanBusiness.com       中文网www.LabuanCN.com 

一站式纳闽信托公司，为您的业务化繁为简！ 

mailto:contact@labuanbusiness.com
http://www.labuanbusi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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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跟进《纳闽商务通》 
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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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安排洽谈、咨询与合作 

联系方式 

CATHERINE YUAN   钟宝琳 

 

consult@labuanbusiness.com 

+ 6012 203 1143 

盈满信托有限公司     CP Trust CO LTD (LL10467)  
Licensed by Labuan FSA No. LT0061 
Marketing Office: Unit 15.02 Level 15, Plaza 13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161 0354   

中文网www.LabuanCN.com 



关键要点 

拥有良好的声誉 

有效的监管环境 

实体架构 

与超过70个国家签署
DTA协议  

衔接亚太经济体 

保密度高 

成本低，税务优势 

多种架构选择 



 
Thank You 

谢谢 



Disclaimer 声明 

This presentation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offering a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the matters 
referred to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s in law. It is not intended to be a substitute for detailed 
research or the exercise of professional judgment. Labuan IBFC can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loss occasional to any person acting or refraining from action as a result of any material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republication, reproduction or commercial use of any part of this presentation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including electronically,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Labuan IBFC Inc. is strictly prohibited. 

LABUAN IBFC INC SDN BHD IS THE  
OFFICIAL AGENCY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OF MALAYSIA TO 
POSITION LABUAN IBFC AS THE 
PREFERRE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IN ASIA PACIF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