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您的理财组合
添加人寿保险

企业拥有的人寿保险如何在您的公司
发挥作用

您经营有道，业务成功。您的业务表现优秀，公司资金充裕，并高于

日常运营所需的水平。

您应该如何部署下一步？您可能已经有投资，但您是否有妥善运用

公司的资产净值来争取更大收益？

企业投资可能会对公司拥有人带来难以处理的情况。

通常，像您一样的公司拥有人会将资金保留在公司，以备随时动用，

或把握合适的投资机会。

但是，如果公司的投资组合大量持有应税投资，您未必可以高效地

运用资金。被动收入是以最高企业税率征税，而被动收入也可能降低

公司的扣税额，意味着公司的商业收入可能被征收更高的税金，

使股东的收益减少。

如何避免掉进"被动收入的陷阱"？

公司付款

投资 增长的年度税项*

*红利、利息收入和资本增值年度税项。

股东提取现金 股东需为红利缴税

当您身故时 股东需为红利缴税

余下资金分配给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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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保费归还选项

加拿大税务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简称 CRA) 和魁北克省税务局 (Revenue Quebec) 尚未就危疾保险保单中保费归还

涉及的税务问题作出正式裁定。因此，从保费归还所得的金额应如何缴税将基于诠释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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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一是通过公司拥有终身人寿保险

公司拥有终身人寿保险能够让您在有生之年，帮助公司的资产免税

增长-只要资金留在保单内，并且不超于政府法定限额，及假设

保单可以豁免缴税。

它也有助于：

• 让公司持有的资产更多样化
• 降低公司投资组合的波动性
• 保护您小型企业的扣税额度1

• 取用资金应急和把握机会2

• 为买/卖协议提供资金
在您身故时，如果已指定保险赔偿金(也称为身故赔偿金)向公司

发放，可以帮助您的业务过渡，迈步向前，并向股东提供红利。

设计大纲：

• 拥有人及供款人—您的公司
• 受保人—您
• 受益人—您的公司

保费通常不能作为公司扣税项目

优化公司拥有人的
总资产净值及遗产价值

终身人寿保险
- 在法定限额内免税增长

- 免税身故赔偿金给指定
的受益人

危疾保险*
- 保费归还有机会免税

- 免税的危疾赔偿金

*附有保费归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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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入投资
- 穩健，可灵活取用

- 以较高税率征税

房地产
- 取用资本的灵活性有限

- 或被征收资本增值税

生意
- 取用资本的灵活性有限

- 或被征收资本增值税

股票投资
- 取用资本的灵活性有限

- 或被征收资本增值税

加拿大税务局(Canada Revenue Agency，简称CRA)和魁北克省税务局(Revenue Quebec)尚未就危疾保险保单中
保费归还涉及的税务问题作出正式裁定。因此，从保费归还所得的金额应如何缴税将基于诠释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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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有生之年让资产增长

人寿保险或可提供免税增长机会(只要不超过政府规定的限额，

并留在保单内)。如果保单已累积足够的现金值，您的公司在

有需要时就可运用该些资金。

当您身故时

您的公司将获得免税保险赔偿金。一家私人公司的资本红利

账户会收到一个额度，3  如公司选择向股东发放红利，便可免税

发放。4

终身人寿保险不仅是让投资组合多样化及降低被动投资税的

方法之一，1  它也是在您身故后，帮助公司畅顺运作而不会增加

税项的方法之一。

公司付款

人寿保险保单
增长无需缴税5

公司提取现金

提款有潜在公司税项

股东需为红利缴税

当您身故时 公司获得身故赔偿金
及资本紅利账户额度6

余下的身故赔偿金作为
红利分配给股东

资本红利无需
缴纳个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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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向您的顾问查询，

或浏览 canadalife.com。

1在保单内的增长不被视为被动收入。但是，如果公司提取现金值则须课税，并成为被动收入，也可能会影响您的小型企业扣税额度。

2如果您向保单借款(以保单借贷)或从保单中提取现金值，将降低保单的现金退保值(cash surrender value)，并可能减少赔偿金(身故赔偿金)。向保单贷款或提取现金可能需要缴税。
欲了解有关于取用保单现金值的其他方法，请向您的顾问索取 Accessing cash value from your corporation’s policy (46-10868)小册子。

3此额度相当于发放给公司的保险赔偿金减去保单的调整保险成本后(adjusted cost basis)金额。通常，调整保险成本后金额是您缴付的保费总额减去净保险费用(NCPI)的金额。
4股东必须是加拿大居民。

5只要不超过法定限额，保单内的增长便无需缴税。

6在身故时，保险金以免税的方式发放给公司。私人公司的资本红利账户收到相当于身故赔偿金扣除保单调整保险成本后的金额。资本红利账户额度让公司可以向拥有加拿大居民身份的股东

支付免税红利。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based on current tax legi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for Canadian residents and is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as of June 2020. Future changes to tax legi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may 
affect this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is not intended to be legal or tax advice. For specific 
situations, you should consult the appropriate legal, accounting or tax advisor.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1117 EL), which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46-11117CHS EL-09/20

http://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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