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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资金来源合法性证明以 个人资产合法转移

无论是公 业务发展需要 断注入新的资金或是您在德 个人有新的生活投资 划
产 要是 产投资或者 他项目 ，您都很 能面临要从德 以外转入较大金额的资
金到德 境内的公 或者个人账户。
频繁的或者大额的跨境资金流 有极大的风险引起联邦银行以 税务局的关注，从而对
您的个人税务以 公 税务产生 良影响。如何证明大额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实现个人
资产的安全转移， 时又达到税务最 化的目的，是 们 天将 您呈现的议题。

一． 频繁大额的跨境资金流

能产生的风险

1. 德意志联邦银行方面
在德 如果您的个人账户或者公 账户频繁地或者突然有大额的跨境资金流 ，而
又没有如何相关机构的备注，申报，则很容易会因 资金来源 明引起联邦银行的
关注，即 们 时 说的 洗钱嫌疑 。
种嫌疑 能得到澄清，联邦银行通常会
通知您账户 在银行进行调查，或者银行方面直接停 对您的 有服务，注销账户。
2. 税务局方面
做 德 纳税义务人， 管是自然人 是法人，突如 来从境外收到大额资金流入
而又没有在 属税务局进行相 收入申报，则有逃税嫌疑。在没有得到资金来源的
合法性证明时税务局 能有权提出对资金个人层面征收赠 税或者公 层面澄清
和申明的要求。
3. 中 的外汇管制
因 中 外汇管制问题， 常完税资金无法以个人 义汇出境外， 以在实际汇款
操作中 常会出现个人的财产在跨界汇款时使用朋 托管的形式汇出境外。对于会
入方德 银行，在 了解中 的 个外汇管制问题并有大笔资金移 的情况 ，马
会产生是否洗钱的怀疑。

． 境外资金来源和纳税义务
如果要澄清洗钱嫌疑和逃税/避税嫌疑，就需要证明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和证明 在
免税的范围内。
1. 资金来源
资金流入通常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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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收入。比如，出售

内

产，将个人资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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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德 。

谓安全合法资金分流。



赠予。最常见的是父母 子女，配偶或者 他亲属之间的财物赠予获得。



朋 托管。本人的收入委托
题。



贷款: 通过借贷关系获得资金，并汇入德 。

信任的朋

托管并因

规避

内外汇管制问

2. 是否在 免税范围内
管哪一种资金来源，如大笔突然流入德 都会
到纳税和澄清问题。如是自
的收入，则需要缴纳个人收入 得税 包括
内企业或者 产的出售收入，都
需要在大笔资金流 之前合理合法的明确资金来龙去脉，
包括 内完税证明。
如是获得的赠予，则
赠予税。如果是朋 托管，那就需要托管法律委托证明。
做任何申报或者准备工作，直接将个人或者企业资金直接汇入汇出， 仅会引起
德 联邦银行以 德 税务局的关注，而
能会引起 必要的误解。

如何避免收入在境内和境外被
们大致 绍一 思路

征税，以

如何 分利用德

的免税政策，在



个人收入的纳税证明 一般来说境外的个人收入在 地
进行过纳税，出
示纳税证明 免除或者一定程度抵扣在德 的纳税义务。在 体操作中德
税务局需要 过公证过的的纳税证明。
体纳税情况在中 完税财产在德
是免税 是抵扣，以中德 边税务 议规定 准。 个一般税务师必须
并沟通。



赠予免税政策 原则 来说，在德 获得的赠予 是属于个人收入的一种，
需要按照税卡等级和赠予金额来纳税。但是对于家属以 近亲之间的财物
赠予按照税法规定有相 的免税额。只要 获得的赠予在免税额度之内，则
以通过赠予税申报免除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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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实现境外资金合法安全转入
实现境外资金的合法安全转入除了自身的准备工作， 需做好法律和税务两方面的

工作。
1. 本人 能需要的准备工作


个人收入纳税证明



个人收入纳税证明的公证，中文，英文或者德文



父子/ 女 ，母子/



夫妻关系公证




女 关系公证

在信托托管关系的朋 的身份证明文件公证
如果

出售 内

产或者企业，

内完税证明。

2. 法律方面
律师起草安排相关符合德 法律的合 文件，在父母夫妻姐妹 弟赠 的情
况 准备合法的比如赠予合 。在请朋 委托代管的情况 准备代管信托合
等
3. 税务方面
税务师向税务局进行赠予税申报/申报免税。 时向税务局和接收资金转入的
银行，以 德 联邦银行出示资金合法来源证明材料， 除隐患。
税务师提醒
如您有较大额资金转入德 的需求，请在操作之前先和您的税务师就资金来
源，资金转入目的以 转入方式进行沟通，税务师 以根据实际情况 您筹
划最有效率又合理合法的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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