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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已成为亚太
区域设⽴家族办公室的⾸选地。

由于越来越多的亚洲巨头、富豪和富
裕家族将业务的控制权移交给了下⼀
代，所以他们将家族管理模式转向家
族办公室的模式，⽽家族办公室将更
有利于传承规划和财富转移。于是，亚
洲的富裕家族们随着他们的财富迅速
增⻓，正以他们的步调在设⽴家族办
公室的⽅⾯引领世界，甚⾄超过了北
美和欧洲的富豪群体。

随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地
位⽇益提⾼，⾼净值⼈⼠（HNWI）和超
⾼净值⼈⼠（UHWNI）的数量显著增
加。根据WEALTH-X提供的2022年亿
万富翁普查，全球3 ,311位亿万富翁
中，有近四分之⼀来⾃亚洲，⽽这⼀增
⻓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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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办公室设⽴的最初⽬的，主要是为了管理与保护⾼净值家庭的财富利益。然⽽，这⼀⽬的已经逐渐演变
升级，并远远超出了最初。

家族办公室可被视为投资与资产管理、法律、合规与监管、会计与⾏政、家族教育、家族遣返、慈善管理、传承
规划、财富转移等领域的全⽅位服务提供商。家族办公室常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就税务咨询、法律咨询、
物业管理和⽣活⽅式服务等事宜提供建议。

家族办公室可以设⽴为单⼀家族办公室（SFO）或多家族办公室（MFO）。�单⼀家族办公室在管理家族相关事
务时，会⼀定程度上寻求专业⼈⼠的协助，如私⼈银⾏家、律师、会计师等。⽽多家族办公室，则是能够为多
个家庭提供⼀站式、全⽅位服务的机构。

⽽今，家族办公室已经演化为专业的私⼈投资和财富管理的主体，专注家族财务与⾮财务事项的⽇常监督
与管理，专注为家族未来⼏代⼈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和分配。

什么是家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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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在将新加坡发展为建⽴家族办公室的⾸
选地中，也扮演了关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EDB)和新加坡⾦融管理局� (MAS)等机构经过深思熟
虑后，采取了拥有共识且互补的亲商政策。例如，在经
济发展局的全球投资者计划（GIP）下，⾼净值家庭可
以将设⽴家族办公室作为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
评判标准之⼀。

新加坡拥有许多优秀特质，使其成为许多家族办公室
所向往的理想中⼼。除了作为全球领先的⾦融中⼼
外，这⾥还具备稳定的商业和政治环境、强⼤的法治
建设以及丰富的⾦融、投资和财富管理⼈才库，还拥
有优惠的税收环境，和基⾦制度等优势。在众多因素
相互促进下，最终形成强⼤且充满活⼒的⽣态，使新
加坡成为设⽴家族办公室备受⻘睐的地区。

为什么⼈们⻘睐在新加坡
设⽴家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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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证券法规定，新加坡的基⾦管理公司通常需要获得⾦管局（MAS）颁发许可证。但是，如果
单⼀家族办公室（SFO）只管理由同⼀家族成员持有的集团公司的基⾦，则可以豁免监管要求。这就
要求家族办公室主体（即基⾦管理公司）和基⾦公司必须是“关联公司”。实现这⼀⽬标的另⼀种⽅
法，是利⽤共同控股公司来持股基⾦公司。基⾦公司为了根据新加坡所得税法（ITA）第13O条或第�
13U条规定申请税收优惠，必须向MAS提供法律意⻅，以确认家族办公室架构符合许可豁免。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单⼀家族办公室和基⾦公司可能不完全符合以上要求。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向
⾦管局（MAS）申请临时许可豁免，⾦管局将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对申请酌情考虑。我们团队将协助
并指导家族，构建⼀个最优且满⾜申请需求的家族办公室架构。

单⼀家族办公室的监管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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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法中的多项税收激励计划适⽤于由家族办公室管理的基⾦公司，其允许家族境内和境外家族投资中，对指定
类别的投资免征所得税：

家族办公室旗下基⾦公司的税收激励计划

离岸基⾦税收豁免计划
（� 所得税法中13D部分） （所得税法中13O部分）

在岸基⾦税收豁免计划 进阶级基⾦税收豁免计划
（所得税法中13U部分）

基⾦主体的法律形式 外国公司、信托和外国个
⼈；�不包括有限合伙公司

新加坡注册公司，包括可
变动资本公司VCC

没有限制

可以涵盖公司、信托、有限
合伙公司和可变动资本公
司�VCC

基⾦主体属地/公司注册地 须为离岸⾮新加坡税务居
⺠，且不在新加坡 须为新加坡税务居⺠ 没有限制

基⾦管理⼈ 必须⾝处新加坡且持有资本市场服务“CMS”执照，或获豁免CMS执照。管理由家族成
员完全持有的家族资⾦公司的单⼀家族办公室可豁免CMS牌照

基⾦投资者

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即
在基⾦中投资超过⼀定百
分⽐的新加坡⾮个⼈）需
要⽀付相当于其在基⾦份
额收益的税款的罚款

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即
新加坡⾮个⼈在基⾦中投
资超过⼀定⽐例）需要⽀
付相当于其在基⾦份额收
益的税款的罚款

没有限制

基⾦规模/资产管理规模
“AUM” 没有限制

如果SFO获得许可豁免，基
⾦公司在申请时必须拥有
⾄少1000万新元的基⾦规
模，并承诺增加其在2年的
宽限期内，资产管理规模
达到2000万新元

如果SFO已获得资管许可，
则不受限制

申请时需要⾄少5000万新
元的基⾦规模

基⾦管理⼈ 没有限制 新加坡本地 新加坡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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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级基⾦税收豁免计划（所得税法中13U部分）
在岸基⾦税收豁免计划（所得税法中13O部分）
离岸基⾦税收豁免计划（� 所得税法中13D部分）

离岸基⾦税收豁
免计划（所得税法
中13D部分）

在岸基⾦税收豁免计划
（所得税法中13O部分）

进阶级基⾦税收豁免计划
（所得税法中13U部分）

基⾦公司⽀出要求 ⽆最低⽀出要求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
许可，则基⾦公司必须按如下所
⽰的分层基础每年产⽣总业务
⽀出：

每年最低总业务⽀出为20万新
元

5,000万新元≤资产管理规模<�
1亿新元‒要求50万新元

资产规模≥1亿新元

资产管理规模<5,000万新元
‒�要求20万新元

‒要求100�万新元

‒要求50万新元

每年最低本地业务⽀出为20万
新元

5,000万新元≤资产管理规模<�
1亿新元‒�要求50万新元

资产管理规模≥1亿新元
‒要求100万新元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
许可，则基⾦公司必须按如下所
⽰的分层基础每年产⽣本地业
务⽀出：

资产管理规模<5000万新元

本地投资要求 没有限制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
许可，基⾦公司必须在任⼀时间
点将其资产管理规模的⾄少�
10%或1000万新元（以较低者为
准）投资于新加坡本地市场。� 如
果在申请时⽆法满⾜条件，基⾦
公司将获得⼀年的宽限期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许可
豁免，基⾦公司必须在任⼀时间
点将其资产管理规模的⾄少�
10%或1000万新元（以较低者为
准）投资于新加坡当地市场。� 如
果在申请时未满⾜这⼀要求，将
给予⼀年的宽限期

单⼀家族办公室聘⽤投
资专业⼈⼠的最低⼈数
要求

没有对于雇⽤投
资专业⼈⼠最低
⼈数要求

单⼀家族办公室须聘⽤⾄少
1名投资专业⼈⼠

如果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许
可，则必须雇⽤⾄少2名投资专
业⼈⼠。� 如果家族办公室在申
请时未能聘⽤2名投资专业⼈
⼠，将给予1年宽限期，⽤以聘
请第⼆名投资专业⼈⼠

如果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许
可，则必须雇⽤⾄少3名投资专
业⼈⼠，其中⾄少1名投资专业
⼈⼠为⾮家庭成员。� 如果家族
办公室在申请时⽆法聘⽤1名
⾮家庭成员投资专业⼈⼠，将
给予⼀年的宽限期

单⼀家族办公室须聘⽤⾄少
3名投资专业⼈⼠

⾦管局的审批要求 ⽆需审批 需要申请审批 需要申请审批

向⾦管局年度申报 没有要求 需要 需要

所得税申报
⼀般来说，不需要
提交年度纳税申
报表

需要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需要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对基⾦公司的税收优惠
从⼴义上讲，如果符合税收激励计划的条件，基⾦公司从“指定投资”中获得的收⼊免征
新加坡所得税。�新加坡房地产和加密货币是被排除在“指定投资”之外的值得注意的资
产类别

其他税收特征 不适⽤ 加⼊新加坡双重征税协定 可能享受与新加坡签署双重征
税条约的⽹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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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级基⾦税收豁免计划（所得税法中13U部分）
在岸基⾦税收豁免计划（所得税法中13O部分）
离岸基⾦税收豁免计划（� 所得税法中13D部分）

离岸基⾦税收豁
免计划（所得税法
中13D部分）

在岸基⾦税收豁免计划
（所得税法中13O部分）

进阶级基⾦税收豁免计划
（所得税法中13U部分）

基⾦公司⽀出要求 ⽆最低⽀出要求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
许可，则基⾦公司必须按如下所
⽰的分层基础每年产⽣总业务
⽀出：

每年最低总业务⽀出为20万新
元

5,000万新元≤资产管理规模<�
1亿新元‒要求50万新元

资产规模≥1亿新元

资产管理规模<5,000万新元
‒�要求20万新元

‒要求100�万新元

‒要求50万新元

每年最低本地业务⽀出为20万
新元

5,000万新元≤资产管理规模<�
1亿新元‒�要求50万新元

资产管理规模≥1亿新元
‒要求100万新元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
许可，则基⾦公司必须按如下所
⽰的分层基础每年产⽣本地业
务⽀出：

资产管理规模<5000万新元

本地投资要求 没有限制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
许可，基⾦公司必须在任⼀时间
点将其资产管理规模的⾄少�
10%或1000万新元（以较低者为
准）投资于新加坡本地市场。� 如
果在申请时⽆法满⾜条件，基⾦
公司将获得⼀年的宽限期

如果单⼀家族办公室获得许可
豁免，基⾦公司必须在任⼀时间
点将其资产管理规模的⾄少�
10%或1000万新元（以较低者为
准）投资于新加坡当地市场。� 如
果在申请时未满⾜这⼀要求，将
给予⼀年的宽限期

单⼀家族办公室聘⽤投
资专业⼈⼠的最低⼈数
要求

没有对于雇⽤投
资专业⼈⼠最低
⼈数要求

单⼀家族办公室须聘⽤⾄少
1名投资专业⼈⼠

如果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许
可，则必须雇⽤⾄少2名投资专
业⼈⼠。� 如果家族办公室在申
请时未能聘⽤2名投资专业⼈
⼠，将给予1年宽限期，⽤以聘
请第⼆名投资专业⼈⼠

如果家族办公室获得豁免许
可，则必须雇⽤⾄少3名投资专
业⼈⼠，其中⾄少1名投资专业
⼈⼠为⾮家庭成员。� 如果家族
办公室在申请时⽆法聘⽤1名
⾮家庭成员投资专业⼈⼠，将
给予⼀年的宽限期

单⼀家族办公室须聘⽤⾄少
3名投资专业⼈⼠

⾦管局的审批要求 ⽆需审批 需要申请审批 需要申请审批

向⾦管局年度申报 没有要求 需要 需要

所得税申报
⼀般来说，不需要
提交年度纳税申
报表

需要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需要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对基⾦公司的税收优惠
从⼴义上讲，如果符合税收激励计划的条件，基⾦公司从“指定投资”中获得的收⼊免征
新加坡所得税。�新加坡房地产和加密货币是被排除在“指定投资”之外的值得注意的资
产类别

其他税收特征 不适⽤ 加⼊新加坡双重征税协定 可能享受与新加坡签署双重征
税条约的⽹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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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适⽤于基⾦公司的税收激励计划外，家
族办公室还可以申请⿎励⾦融⾏业基⾦管
理（FSI-FM）的税收激励，对由家族办公室管
理公司免于管理和建议合格基⾦（即13D部
分、第13O部分或第13U部分基⾦）可获得的
合格收⼊给予10%的优惠税率，⽐现⾏的正
常企业所得税税率低�7%。

家族办公室的
税收激励计划

符合�FSI-FM�计划的条件包括：

在授予FSI-FM奖励之前，⾦管局还将增加资
产管理、增加员⼯⼈数和年度业务⽀出的预
测纳⼊考虑。

家族办公室（作为基⾦经理）除⾮获
MAS豁免，必须持有CMS执照

家族办公室必须雇佣⾄少3名资深的投资
专业⼈⼠（每⽉收⼊⾄少3,500新元）

家族办公室的资产管理规模必须⾄少为
2.5亿新元

在新加坡成⽴单⼀家族办公室 07 在新加坡成⽴单⼀家族办公室 08

对于打算移居新加坡的⾼净值家庭来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为外国投资者及其直系亲属提供全球
投资者计划（GIP），通过项⽬在新加坡的申请获得永久居留权。这是⼀条以投资为基础的路径，向在新加
坡投资⾄少250万新元并符合特定标准的投资者授予新加坡永久居留⾝份。投资者可以投资新加坡的新
的或现有的商业实体，或投资于新加坡公司的GIP基⾦。如果投资者在新的或现有的新加坡单⼀家族办公
室投资⾄少�250万新元，其净资产管理规模⾄少为2亿新元，则也有资格参与该计划。

全球投资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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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列举了常⻅的家族办公室架构。家族办公室架构的选择通常取决于每个家族的偏好和⽬标。

典型家族办公室架构

结构1

家族成员

信托

基⾦公司

投资

单⼀家族
办公室

受雇⼈员/
专业投资⼈⼠

结构�2

基⾦管理服务

管理费⽤
基⾦管理服务管理费⽤

家族成员可以直接持有基⾦实体和SFO，也可
以通过共同的控股公司持有。

在架构1中，家族成员直接持有单⼀家族办公室
（SFO），⽽在架构2中，SFO通过基⾦公司间接
持有。

使⽤信托持有基⾦实体是可选的，⽽⾮必须。

基⾦公司申请第13O或第13U税收优惠后，来⾃
指定投资类别的特定收益免征新加坡企业所得
税。

信托的主要⽬的是促进传承规划和财富转移。

如果符合条件，SFO可考虑申请FSI-FM税收优
惠。

家族成员

信托

基⾦公司

投资单⼀家族办公室

受雇⼈员/
专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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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净值家族办公室都是独⼀⽆
⼆的，需要家族优先考虑他们⾃⾝
的偏好和⽬标，再选择符合家族需
求的架构。除了架构、法律和税务⽅
⾯的考虑之外，还需要研究家族办
公室运营和⽇常管理等问题。所有
这⼀切问题都意味着应该尽量早期
寻求专业建议，以确保家族财富的
保值与增值。

我们的团队在协助客⼾构建和设⽴
家族办公室、申请税收激励计划、提
供财富和传承规划解决⽅案、或通
过GIP项⽬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我们与
相关专业⼈⼠紧密合作，确保能全
⾯满⾜客⼾的需求，并由团队为其
提供最佳服务。

我们能帮您什么？

•�⼈才招聘
•�会计和簿记

•�个⼈所得税呈报

•�推荐家族办公室架构
•�公司成⽴
•�企业秘书
•�13O/13U税收优惠申请
•�移⺠解决⽅案-EP和PR申请和续签
•�后续移居⽀持

•�企业税务合规
•�⼯资管理

•�CRS和FATCA合规呈报

我们在家族办公室管理和持续维护⽅⾯的服务：

声明：本信息具有普遍性，不针对任何特定主体的情况。尽管我们竭⼒提供准确且及时的信息，但不保
证您在收到信息时是准确的，也不保证此类信息在以后会是⼀直准确的。请您务必对具体情况进⾏完
整调查和确认并寻求专业建议，再根据此类信息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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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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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nvisa.com.sg�
+65�6822�3908
fotax@esingroup.com.sg� 翼新企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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