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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开始您的低至
RM30,000之UBB
Cash Trust 吧!

首创:

AMANAH BERHAD
TRUSTED SINCE 1988

UBB AMANAH BERHAD
(168400-P)

Head Office
Suite B-10-3, Gateway Kiaramas
No. 1, Jalan Desa Kiara, Mont' Kiara
5048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6211 4199
Fax : +603-6211 4299

UBB Amanah Berhad 是注册信托公司。根据1949年信托公司条例 (TRUST COMPANIES ACT 1949) ，受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COMPANIE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调整，以及遵照1949年受托人条例 (TRUSTEE ACT 1949)，2010年个人信息保护法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0) ，2001年犯罪所得（反洗钱和反对资助恐怖主义）条例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ANTI-TERRORISM FINANCING ACT 2010 - AMLA)，1959年遺囑条例 (WILLS ACT 1959) ，
1959年遺囑认证及遗产管理(PROBATE AND ADMINISTRATION ACT 1959) 。

若明天
永远
不 会 再来?

中期现金的律师费及
紧急情况下备用的家人生活费

请考虑以紧急基金为利益吧

世事难料

飞机失踪和坠毁,海啸,地震,瘟疫,恐怖主义,经济
衰退,盗窃,失业,以及更多。我们曾看到它们全部
，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随时都发生。然而,我们如
何准备以自我保护,来面对所有生命的惊喜?若什
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否我们为所爱的人规划些
什么? 若养家糊口没有存在了,是否他们的生活受
到影响?如此局面的发生恕不另行通知,但您如今
可以对他们的财务瓜葛预先处理而创造一个

UBB CASH TRUST。

UBB CASH TRUST 是 你 的 安 全 网
UBB现金信托是您为了将一笔现金金额在

托独特的特征是在于它能够防止债权人

紧急情况下提供给您指定的受益人所成立

清查及穿透您的资产并且要求索赔. 此外

的一个信托. 它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了迅速现

,它是不能被冻结.因为这是一笔“系统外”

金来支付您家人的开支, 与此同时等侍保险

的现金,所以您是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取您

赔偿金额支付或者直到遗嘱认证允许家人

的现金. 必须履行期限和条件.

能够提取您银行帐户的钱.除此之外,该现
UBB AMANAH BERHAD – 设立于1988年

金还可以用来支付律师费, 以获得任何遗产

设立这独特的UBB现金信托其实并不复

或者支付丧亲之痛有关的费用.

杂. 您只需要填写您的个人资料, 然后复
印您的身份证,以及您受益人的身份证或

UBB AMANAH BERHAD是马来西亚其中一间历史最悠久的信托公司。它在我国几
乎三十年之卓越信赖服务是值得自豪。具有在这行业的丰富经验以及遇到信托服务仅

您也可以在UBB现金信托里,命名几位您

护照即可.我们UBB的专业信托顾问将

适用于有钱人之常见的误解看法，我们如今在UBB AMANAH BERHAD提供信托服

所想要的受益者.最重要的是,UBB现金信

完成其余的部分.

务给每个人。经由 UBB CASH TRUST - 每个人都可以设立一个信托!

在紧 急 情 况 下
UBB CASH TRUST是你的救星
为您家庭在餐
桌上盛放食物

支付法律和合法费
用以完成继承文件

为维持家庭开支
和家庭生活成本

快速和便利撤出过程
(没有法律费用)

Start small - Start now!

UBB CASH TRUST 相 关 讯 息
支付孩子的教
育费用和开支

缴付丧亲
相关费用

您的UBB CASH TRUST
将不会被冻结

您持有信托，而钱财
也体面地增长

最小值
最大值
常年费

:
:
:

MYR 30,000.00
MYR 500,000.00
1% PA

＊法定程序和保险金数额需要六个月至一年时间来处理。理想情况下，
您这一时期将需要暂时抛开现金以维持您家人
DISCLAIMER: The contents of this flyer are made available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Nothing within this flyer should be relied upon as constituting legal or other
professional advice. Neither UBB AMANAH BERHAD nor any of its companies, subsidiaries or affiliates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occasioned to
any person no matter howsoever caused or arising as a result, or in consequence, of action taken or refrained from in reliance on any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flyer. You
should seek independent advice if you are in any doubt as to the suitability of the trust mentioned her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