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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金融服务 
公司

为私人和企业客户提供各种优越的发展机会家族 卓越

保障 承诺

坚定 可靠

随着全球环境日益复杂，保护财富已然成为一大挑
战。我们希望让客户安心，为客户保驾护航，让他们
确信自己的资产得到妥善管理。

我们秉承传统的信念，以卓越的品质、一流的专业
技术、快速的市场响应、开放透明的心态，以及前
瞻性思维，提供一系列服务。

企业愿景

使命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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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们这一代出生之前，利奥信托（Leo Trust）已
拥有十年的成功经营史。能够接管一家如此历史悠久
且欣欣向荣的公司，我和我的团队满怀敬意，同时也深
感荣幸。巩固和拓展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我的使命。 
 
作为一家瑞士金融服务公司，在工作中以一种理解、
同理和理性的方式对待客户是我们首要职能。客户不
是一些无名的数字，而是数十年来始终追随我们的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士。我们为他们提供个人、家庭和金
融方面的帮助。即便在颇具挑战性的情况下，他们也
完全信赖我们的专业知识。对我个人而言，继续保持这
种现有的、可靠的运营模式，是未来几年应尽的义务。 
 
然而，近年来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发展、金融危机与创
新，当然还有数字化，均对金融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不断满足客户的期望，我们不仅要维护已有的信任
基础。同时，必须平等地看待金融界的所有变化。 

我们的团队中，不仅拥有一群经验丰富、乐于奉献的专
家——他们自公司成立以来，便一直与我们并肩奋斗，
还有一群学术背景优秀、颇具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士。我
们的家族客户往往不再停留在第一代，而已经延伸到第
二代，甚至第三代。我们提供的信托服务涵盖早在19世
纪即已诞生的传统信托服务，近及新开发的加密货币。  
 
利奥信托将架起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桥梁。我深切地期待
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迪米塔·约赫（Dimitar Jauch） 
瑞士利奥信托公司（Leo Trust Switzerland AG） 
首席执行官

迪米塔·约赫（Dimitar Jauch） 
瑞士利奥信托公司（Leo Trust Switzerland AG） 
首席执行官

全球网络与瑞士信用： 
40年优良传统结合最先进方法。 
欢迎来到利奥信托。



76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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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客户

财富与遗产规划  
提供建议、个人发展战略、以及财富和继承
安排的实施。

家族治理  
无论在私人还是业务领域，家庭体系均颇为
复杂。我们提供现代解决方案，来保护家族
价值观。

慈善事业 
   
建立和管理专用基金，提供法律和税务支持
方面的建议。

企业与家庭搬迁  
在行政和经济事务、代理服务、办公室解决

方案等方面提供支持。 

法律、合规与税务咨询  
由专业的专家团队提供准确的、全面的法
律、商业和税务建议。

兼并与收购  
协助和管理公司的收购和销售，包括被兼并
公司的合并。

各类资产管理  
对股票和债券以外的投资组合提供建议和支
持，尤其是在加密货币方面。

私人收藏  
私人收藏的管理，包括在销售或继承安排上
的建议。 

生活方式与健康  
通过优质的贴心服务，提供全方位一流支
持——谨慎、周到和专业。

我们为私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例如，从投资策略、法律和税务
建议到家族企业的遗产规划和继承安排。为满足客户的个人需求，提
供专业、完善的服务，利奥信托组建专家团队，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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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遗产规划 各类资产管理 回顾往昔，身为财富管理专家，我们拥有数十年的个人资产增长经验。为
确保您的资产随时得到妥善保管，并在投资中获得盈利，我们将集中管理
您所委托的各种资产。我们采取多元化策略，以不同投资形式，来顺应您
的个人意愿和风险预测。  
 
其中，我们专注于新兴的、利润丰厚的加密货币领域。在经验丰富的专家
管理之下，现代技术和投资形式（如区块链、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资产）可
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利奥信托以其长期资产保护结构而享誉国际，特别是将全球不同公司并入
一种信托结构。根据这些结构，我们的客户能够有针对性地投资资产，同
时充分受益于税收优化和财富转移带来的福利。 
 
作为受托人，我们管理信托内的多元化资产，并负责对受益人定期分配利
益。基于信托的法律定位，我们的客户可以在资产的投资和分配中纳入个
人意愿；否则是不可能实现这点的。 

 
随着世界网络全球化和日益数字化，随时拥有一位明智的顾问陪伴左右十
分重要。我们拥有经验丰富的律师和管理顾问，可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国际
合规和税务支持。我们将协助您准确计算所有税款，并合法安全地处理您
的个人或企业业务。

我们很高兴能够协助客户进行资产管理，包括其他资产类型，例如艺术、
汽车、酒、游艇和房地产等。通过深度分析，我们制定出既适用于资产保
护，也适用于资产成长的个性化政策。今天，只需将资产交给我们值得信
赖的专家打理，无论是股份、债券、房地产还是其他资产类别，均可获
得长期保值。我们与位于各主要金融中心的众多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网
络，能够处理所有金融交易。 
 
这一策略涵盖从房地产、私人收藏、定制投资工具、加密资产到慈善事业
的所有财富分配选项。 
 
对于通常奠定个人财富基石的家族性企业，我们也十分精通。无论是作为
法律和税务顾问还是企业顾问，我们均能为您提供不同阶段的业务支持。
在这个方面，我们重点关注几代人之间的有序交接。

私人客户
服务

法律、合规与税务咨询受托人

委托人

附属公司

保护人

受益人信托

董事

加密 房地产 厂房与设备

海外资产

附属公司 附属公司

董事 董事

基金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 游艇与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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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客户服务

对许多高净值人士或超高净值人士而言，规划未来时需要着重考虑家族和家
族企业的持续积极发展。这时，由于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复杂关系，存在
一些特有的特征和风险，因而需要采取特殊的方法。建立稳定和可持续的家
族治理结构，可以加强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和业务关系，从而确保客户传统
得到持续继承。 
 
我们经验丰富的顾问将结合您的个人情况，从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加以考
虑，指导您完成家族治理过程。我们帮助您提前识别潜在的冲突根源，继而
予以和谐解决。为了确保家族的传承，我们将协助您重建价值观，以及所有
相关方之间的交流工作。

作为瑞士金融服务公司，为家族提供全面支持颇为重要，尤其当他们将个
人生活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另一个大陆时。我们负责专业快速地解
决居留许可证问题、寻找合适的公寓、以及澄清所有税务和法律问题。这
适用于公司、员工以及员工家属的计划性搬迁。

成功人士参与慈善事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运，让人顿生好感。要参与
公益慈善或定向推广可持续项目的机会数不胜数，但往往不带个人风格。 
 
因此，很多超高净值人士（UHNWI）都希望建立自己的个人基金会，或为
自己心仪的项目提供定向支持。利奥信托本身便热衷于慈善事业，因此，
我们将协助客户实现这方面的愿望。为此，我们将协助您建立自己的基金
会。我们将提供相关法律建议、以及会计和税务报告服务。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特有的审美喜好。无论是在古典艺术或文化领域，还是藏
家珍品，如奢华汽车、邮票或集换式卡牌。对于许多高净值人士（HNWI）
而言，增加私人收藏既是个人兴趣爱好，也是一种战略性资产投资。 
 
利奥信托理解并支持此类私人收藏，并乐于帮助客户在市场上搜寻，购买
状态良好的藏品，从而系统地扩展客户的收藏库。我们的服务涵括专业市
场（例如艺术品和汽车等）研究、代表客户参与推广活动、组织物流和 
保险。

能够尽情享受生活，是富裕带来的美好福利。这般个人幸福，应尽可能地
予以延长，这就是利奥信托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原因。 
 
面对客户的需求，我们以全然谨慎与专业的态度，全面贯彻经典的贴心服
务。协助调研国际知名卫生专家，并为全面的预防保健和健康保养提供个
人联系，是我们今天的一大重点。

生活方式与健康 

家族治理

企业与家庭搬迁

私人收藏

慈善事业

Family Office
Service

Family Governance

Lifestyle

Discretionary
Mandate

Philanthropy

Various Asset Classes 
Management

Wealth & Estate 
Planning

Succession Planning

Legal & Tax Advisory

Corporate 
Services

Structure 
Administration

Complianc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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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客户
我们帮助机构客户开展公司的所有管理和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合规、
税务和法律服务。我们的专家将协助公司进行组建，或就公司重组及
多重行政任务提供建议。

公司组建  
公司的成立和注册，包括所有的相关行政 
程序。

财务会计与报告  
准备监管机构所要求的财务信息，包括向利
益相关者提供的报告。

管理者与公司秘书服务  
利奥信托负责管理贵公司的行政程序，并主
动提出担任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挂名董事。

报税准备 
准备和提交纳税申报单，与税务机关联系。

国际公司重组  
利奥信托负责管辖区的变更事宜，以协助您
进行国际性重组。

经济实质  
提供有关合规性建议和支持，以符合相关部
门的规定。

合规性评估  
合规性评估——从引入公司合伙人的风险分
析到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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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与公司秘书服务
合规性评估

财务会计与报告

公司组建 经济实质和报税 

国际公司重组

几乎所有国家都要求定期了解公司的经济部门、营业额和房地产情况。国家
不同，要求提供的文件也不尽相同，且几乎总是要求使用特定的行政语言进
行编写，其内容仅能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完成。  
 
我们将协助客户的国内外公司遵守官方规定，提交必要的文件。利奥信托还
负责与政府当局和监管机构的联系和沟通，多年来一直与这些机构保持着良
好的关系。

对于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来说，满足合规要求颇为重要。作为适职过程的
基础工作，我们将检查您的企业和每一位相关人员应尽的义务和必要的条
款，以确保充分透明。我们提供与反洗钱合规相关的服务，包括为监管机
构（如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共同申报准则CRS和瑞士金融市场
监督管理局FINMA）提供年度税务报表和财务报表。我们加入金融行业
质量保证协会VQF并作出自愿承诺，无论在任何时候均能满足各项严苛标
准，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公司的管理基于多种因素。一是记录所有的交易活动，以及优化税务事项。
财务会计主要报告公司的财务信息，包括编制年度财务报表，确保全面概括
当前的财务状况。我们为瑞士以及国际公司负责提供可能的会计、管理和报
告服务。我们重点提供综合报表、执行财务服务、审计和董事会委员会支持
服务。我们的国际专家团队将十分乐意为您答疑解惑。

无论成立国内、国外还是海外公司，均面临着法律和行政事务上的挑战。我
们根据创始人的意愿，接管行政程序，从而彻底减轻客户的负担。我们将围
绕企业家的期望进行详细讨论，然后分析理想的企业法律形式及其所在地。
这样，除了创业所面临的问题外，可以从最初就开始综合税收和法律方面的
优势，优化客户的利益。  
 
我们拥有数十年的经验，此外，我律师、税务专家和行政专家汇集利奥信
托，密切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确保您顺畅组建公司。

司法管辖区不同，对公司管理的法律规定也不同。董事会通常需要由多人
或多家实体组成。为协助客户成功管理公司，我们在许多司法管辖区提供
挂名董事服务。 
 
同时，我们为客户提供组织和执行必要的行政程序，以符合法律要求。例
如召开和起草所有的董事会会议记录，或股东大会。此外，我们还负责董
事会人事变动、注册股本的变更，以及其他行政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世界各地成立公司，特别是在加勒比地区和亚洲，是我们的一大工作重
点。这些地区利润丰厚，是确保实现长期利润的创业良壤。  
 
同时，我们专注于国际公司迁往瑞士的事宜，无论是成立分公司还是整体搬
迁。我们将为客户详细介绍各州的优势，并负责与当地和州当局的沟通。利
奥信托负责组织、财务或专业方面的公司重组。

企业客户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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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利奥信托是成功的专业资产管理专家。我们为私人和机构客户提供资产
管理业务服务。我们的专家与不同客户密切协调，作出有关投资策略的
决策，尤其是有关不同资产类别的决策。我们基于多年的经验，发现理
想的投资机会，并在适当的风险水平下增加所委托资产的价值。

综合报表  
资产状况一目了然，尽管资产类别和 
等级不同。

加密资产托管  
利奥信托拥有专业的区块链、加密货币和 
非中介交易知识。

投资组合管理  
创建和管理投资组合，根据商定的战略和 
市场发展选择资产类别。

外部资产管理公司的选择与
监督  
作为一家规范的资产管理公司，利奥信托拥
有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用其所长，为客户
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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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资产托管

合并报表 外部资产经理

量身定制的 
投资组合管理 

我们是一家独立于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个性化的个人建议和管理。
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全方位服务渠道，我们成功构建一个可以随时整合理想
投资形式与合作伙伴的网络。  
 
基于专业的精神和多年的经验，我们就大部分资产管理领域，为您提供相关
建议，并为您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我们心怀热情与共识，致力于这样一个目
标：您作为客户的利益。我们独立管理大部分资产，但也将邀请来自国际知
名的苏黎世地区外部资产经理，共同解决复杂问题，满足客户的愿望。

对当前持有的资产进行详细概括，是创建成功且可持续的投资组合的第一
步。利奥信托的专家常常会发现一些令人惊喜的投资机会，这些机会有望
带来利润，但尚无人知道。  
 
作为多资产方法的坚定拥护者，我们对全部资产类别进行基本分析，同时
分析各自资产结构，建立真正全面的投资组合。我们频繁观察全球所有资
产动态，将结果纳入综合报告中，让客户一目了然。我们进行持续风险分
析，发现机会和风险。因此，我们开发各种投资领域，为不同规模的投资
提供准入机会。 

数字化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和公司的业务经营情况，也改变了金融市场。
借助区块链、加密货币和其他创新活动，我们将有效利用颇具吸引力的投
资机会，为客户带来利润。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比特币在媒体上的兴起不过是昙花一现，但近年来的
市场发展表明，加密货币已成为市场上的永久固定货币。尽管在短期内取
得了高额收益，这一快速发展的领域仍在不断发展——而作为此类投资和
托管解决方案的先驱，利奥信托率先领跑。

40多年来，利奥信托一直是可靠的资产保护和运用合作伙伴。作为瑞士的
授权资产管理公司，我们谨遵有关投资机会的相关法律，以及合规要求。
我们管理各种投资结构，主要是在信托结构内的长期保护和以客户为中心
的中短期投资机会。  
 
利奥信托客户遍及瑞士及全球，可为您提供颇具回报潜力的主题投资组
合，并可根据您的个人需求构建相应的二级主题。

资产管理
服务

Consolidated Reporting

Re-Evaluating 
Objectives

Wealth Planning

Alternatives

Privat Equity
Investments

Crypto Investments

Offshore Assets

Defining Personal Objectives

Multi Asset 
Discretionary

Manager Selection

Fund Selection

Public Equity

Fixed Income

Investment Vehicles

Manager Supervision



利奥信托提供相应的解决
方案，以简化复杂资产的
管理、保护资产价值并促
进其家族企业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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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着想

瑞士利奥信托公司（Leo Trust Switzerland AG）为一家拥有40年多历史的由所有者管理的
全球性金融公司，为机构和私人客户提供广泛的服务。  
 
出于战略性考虑，总部选在苏黎世。瑞士在跨境资产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各方面考
虑，瑞士均颇具吸引力、稳定性和竞争力；无论是政治和社会安全、货币和经济稳定，还是良
好的国际网络，以及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此外，苏黎世的金融中心之誉由来已久，拥有技术先
进的全国性基础设施和训练有素的专家。 
 
利奥信托于1980年在苏黎世成立，并迅速成为企业规划、组建和管理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今
天的利奥信托拥有一支由信托经理、受托人、税务专家、律师、财务总监和资产经理组成的跨
学科团队。因此，可以确保客户在税收、财产规划、资产结构以及公司的成立和管理等各个方
面，得到有效的建议和切实的支持。 
 
作为一家由所有者管理的家族企业，利奥信托致力于崇高的道德和专业标准。多年来，我们一
直致力于资产的保管、结构化和管理服务。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 

利奥信托为您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
境中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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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öwenstrasse 11 
8001 Zurich 
瑞士

info@leotrust.ch 
+41 44 512 55 55

Via F. Soave 1
6900 Lugano
瑞士

42A Gregori Afxentiou,
2407 Engomi
尼科西亚，塞浦路斯

F&F Tower, floor 32, office 
32D, 
Street 50 and 56 East
巴拿马，巴拿马共和国

ADM集团
瑞士楚格 
 
Trusted Advisors 
苏黎世、迪拜、法兰克福、 
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 
斯图加特、维也纳、米兰、 
圣彼得堡

Jurisdictions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伯利兹, 英属维尔京群岛, 加拿大, 
开曼群岛,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特拉华州,  
直布罗陀, 根西, 香港, 匈牙利, 马恩岛, 泽西岛, 列支敦士
登, 卢森堡, 马耳他, 马歇尔群岛, 新西兰, 巴拿马,  
俄罗斯,  瑞典, 塞舌尔, 新加坡, 瑞士

苏黎世

卢加诺

尼科西亚

巴拿马城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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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兴奋的挑战，
总在前方。 
期待与您合作。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leotrust.ch。

汉娜・伊兹德布斯卡 
(Hanna Izdebska) 
理科硕士，信托与遗产执业者 (TEP) 
大客户经理 & 总监 
语言：德/英/波兰 
11年专业经验

菲利波・皮格纳蒂・莫拉诺・迪库
斯托萨（Filippo Pignatti Morano 
di Custoza） 
大客户经理 
语言：德/英/意大利 
24年专业经验

罗德里克 J. P. 斯特罗布尔博士 
(Roderik J. P. Strobl) 
工商管理学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工
商管理硕士、信托与遗产执业者 (TEP) 
大客户经理 
语言：德/英/意大利/法/西班牙 
25年专业经验

劳伦・南 
(Lauren Nan) 
信托与遗产执业者 (TEP) 
大客户经理 
语言：英/法/汉/韩/日 
10年专业经验

安德烈・基泽尔 
(André Kiser) 
大客户经理 & 总监 
语言：德/英/法 
19年专业经验

朱莉娅・西巴赫 
(Julia Seebacher) 
信托与遗产执业者 (TEP)、 
注册信托师、FDHE 
大客户经理 & 总监 
语言：德/英/意大利/法/西班牙 
14年专业经验

利奥信托属于

梅兰妮・埃特米-约阿尼迪斯 
(Melanie Etemi-Ioannidis) 
信托与遗产执业者 (TEP) 
高级信托经理 
语言：德/英/希腊 
10年专业经验

因娜・沃尔科娃 
(Inna Volkova) 
信托与遗产执业者 (TEP) 
客户经理 大客户总监 
语言：德/英/俄 
10年专业经验

格尔达・科弗勒 
(Gerda Kofler) 
国际信托管理STEP证书 
高级信托经理 
语言：德/英 
24年专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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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ADM Communications GmbH公司出品

© Leo Trust Switzerland AG



info@leotrust.ch 
+41 44 512 55 55
www.leotrust.ch

总部位于苏黎世的 
卓越全球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