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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在考虑投资，还是在寻找

一种更好的储蓄方式，ISA都是一

个明智的选择

• 在本指南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不同类型

的ISA，它们是如何工作的，有什么好

处和风险。

• 我们还将帮助您了解ISA的投资，您会

知道该如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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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 是一种个人储蓄账户。取决于您的目标及需求，

有不同类型的ISA来帮助您达到储蓄或投资的目标。

三种主要类型是：现金 Cash ISA, 股票 Stock & Share ISA, 终身 Lifetime ISA

ISA的投资额度在每个税年都是

有上限的。在2021/22税年，成

人投资额度为20000英镑，未成

年人则为9000英镑，是英国中产

及高产家庭投资管理的优良选择。

您的资金额度可以在每种类型的

ISA之间分割，您可以在这个税

年向每种类型的ISA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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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16岁以上的英国居民，您可以拥有一个现金ISA。

从18岁开始，您还可以拥有股票和股份ISA、终身ISA（在40岁以下

开设）。

如果您的孩子在16岁以下，您需要成为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可以

为其开设青少年ISA，。如果他们是16岁或以上，孩子可以自己开立。

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允许独立开设或管理账户。

开设联合ISA是不可行的，一般也不能为另一个成年人开设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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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纳税年度（4月6日至4月5日），您可以在ISA中投入的资金有一个最高限额，称为ISA

津贴。您可以在每年4月5日23:59之前向您的ISA添加资金，而且每年的津贴不会结转。

在2021/22税年，津贴是20,000英镑。

ISA津贴只针对您每年投入ISA的资金。它不包括您以前纳税年度在ISA中的总金额，也不包

括您从ISA中的缴款中获得的回报。

因此，如果您在2020/21纳税年度向ISA投入了1万英镑，那么您在现在这个纳税年度仍然可

以投入最多2万英镑。您每年最多只能向终身ISA投入4,000英镑。

如果您在股票和股份ISA中投入20,000英镑，并且您的投资在增长，这种增长将不计入您的

津贴，但仍然免征英国收入和资本利得税。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您有可能在ISA中持有

相当大的免税储蓄罐。



您只能有一个少年现金ISA和一个少年股票ISA（如果未满18岁）。

您可以拥有任何数量的其他类型的ISA，但每个纳税年度您只能向每一种类型的

一个ISA支付。您只需要确保您每年在所有ISA中投入的资金不超过ISA的总限

额。

假设您有一个现金ISA，一个终身ISA，和一个股票和股份ISA。您在现金ISA中

投入了1000英镑，在终身ISA中投入了3000英镑。这意味着您今年20,000英镑

的ISA津贴还剩下16,000英镑。

请注意，青少年ISA是为18岁以下的青少年提供的一种独立的ISA，不包括在这

个20,000英镑的总限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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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ISA



现金ISA的工作方式与普通储蓄账户一样，只是

您不需要为您赚取的利息支付所得税。

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储蓄方式，因为您的钱不会被

投资到股票市场。

现金ISA有两种主要类型--可变利率和固定利率。

• 可变利率，如轻松存取，让您可以自由地在您

喜欢的时候提取您的钱，但利率可以在任何时

候改变。

• 固定利率产品在产品存续期间提供有保证的利

率，但您通常只能在固定期后使用您的钱。它

们通常比可变产品支付更高的利率，通常，您

固定的时间越长，利率就越好。

如果您有一个灵活的现金ISA，您可以在同一纳

税年度提取资金并进行替换，而不需要用掉该年

度的ISA年度津贴。

现金ISA是否适合您？

现金ISA是一种低风险的储蓄方式，但它并不是

没有风险。通货膨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您的

钱的价值，所以您应该密切关注您得到的利率，

并与通货膨胀率进行比较。保持足够的现金以应

付紧急情况，始终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您能接受一些风险，股票和股份ISA可

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开设现金ISA的注意事项

如果您打算开设现金ISA，请确保您在寻找

的期限内选择一个好的利率，并留意在最

初的期限过后，高利率可能会下降。记住

您可以随时在不同的供应商之间转移ISA，

或者以后想转移到不同类型的ISA。

通过ISA个人储蓄津贴，您可以在正常的储

蓄账户中每年赚取高达1000英镑的利息，

而无需缴税。但您能赚取的免税金额取决

于您的所得税等级。

基本税率纳税人最多可赚取1000英镑，高

税率纳税人最多可赚取500英镑，如果您是

额外税率纳税人则为0英镑。低收入者可能

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息而不需要为此支付所

得税。

苏格兰的纳税人也应该使用英国的税率来

计算他们的个人储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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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ISA简介

• 低风险的省钱方式

• 没有英国所得税

• 提供固定和可变利率

• 在您需要时提取现金

• 当利率较低时，增长会受到限制

• 通货膨胀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减少您的储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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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股票ISA，您可以把钱存入ISA，用它来购买股票、基金和其他类型的投资。

您投资的钱是免于英国资本收益和所得

税的。

通过投资，您可以使您的钱比在现金

ISA中的储蓄更有可能增长。但是，投

资也有风险，因为投资的价值可能下，

也可能上升，这意味着您可能会赔钱。

股票和股份ISA通常最适合投资至少5年。

这是因为您投资的时间越长，您的钱就

越有可能超过现金的表现。

当您的钱投资于股票和股份ISA时，您

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提取它--但请记

住投资应该是长期的。不过，您的投资

需要先被卖掉，所以您的钱可能几天内

都不能用。

投资选择

在股票和股份ISA中，您通常可以投资

于: 

• 资金

• 股票

• 投资信托基金

• 交易所交易基金

• 政府债券

• 公司债券

您也可以在您的股票和股份ISA中持有

现金。

投资是否适合您？

投资是否是您的正确选择，取决于您的

目标，您在做投资决定时的自如程度，

以及您对承担风险的感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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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愿意自己进行个人投资，许多ISA供应商或投资管理专家，能提供现

成的投资组合放在您的ISA中。虽然您仍然希望密切关注您的投资，但专家会

帮助您优化投资组合，做出合理财务决策。让您能既管理风险，又能捕捉机

遇，帮助您得获得最大的收益。

了解风险

记住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有相同的风险水平也是好事。仅仅因为您在投资，并

不意味着您需要购买个人股票，这往往是更高的风险。相反，您可以考虑从

基金开始。基金内持有各种投资，分散风险，并提供长期增长的机会。您可

以根据您自己对风险的态度来选择基金，并选择一个您能接受的水平。

另外，在为您的股票和股份ISA选择一个现成的投资组合时，您通常可以根据

您想承担的风险大小来选择它。

一个更保守的投资组合可能意味着增长较慢，但可以提供更稳定的安心。如

果您更喜欢冒险，您可以发现自己有更高的增长，尽管您需要适应更高的风

险。

无论您选择承担何种程度的风险，没有任何投资是没有风险的。价值会上升

和下降，所以您得到的回报可能比您投入的少。

财务咨询

如果您对投资没有把握，专业顾问提供的一次性或持续性财务建议也是一种

选择。您不一定需要大量的储蓄。

如何开始

您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供应商，开设股票和股份ISA，然后选择您自己的投

资，或一个投资组合。



股票ISA

• 无需支付英国收入或资本收益税

• 可自由投资，您也可持有现金

• 建议长期的投资，但您可在需要的时候

提取资金

• 在投资股市有亏损的风险

• 提取资金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税收规则可能改变，利益取决于个人情况。



ISA的税收优惠

所有ISA都允许您在不支付英国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的情况下进行储蓄和投资。

虽然大多数储蓄者也不会为普通银行的储蓄账户的利息缴税，但如果您有一个相当大

的储蓄罐，ISA有可能为您节省大量的税收。

税率
基本税率
纳税人

高税率
纳税人

额外税率
纳税人

ISA

投资者

资本收益

（超过12,300英镑的年度津贴)
10% 20% 20% 0%

股息收入超过2,000英镑*

（来自股票的收入）
7.5% 32.5% 38.1% 0%

利息收入

（来自现金、公司债券和其他

固定利息投资）*

20%

超过1,000镑
40%

超过500镑
45% 0%

税收规则可以改变，利益取决于个人情况。



如何攒钱买第一套

房子令人烦恼，但

现在有了ISA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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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年龄在18至39岁之间，终身ISA的设立是为了给

您购买您的第一套房产提供助力。您可以在终身ISA中持有

现金，或者选择投资，就像您在股票和股份ISA中一样。但

请记住，投资是有风险的。

它是如何工作的

在您50岁生日之前，您每年最多可以向终身ISA投入4000

英镑，政府将额外增加25%，每年最多1000英镑。终身

ISA中的所有资金都是免征英国税的，所以这对您的储蓄是

一个很大的奖励。

对于何时可以从终身ISA中取出资金而不支付政府提款费用

，有严格的规定。

如果您购买您的第一套住房（购买价格不超过45万英镑），

您可以提取您的钱。您也可以选择把钱留在您的终身ISA中

，从60岁开始提取。

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如果您想提取您的钱，您将支付政

府提取费用，即提取金额的25%，所以您将无法得到政府

的免费增值。

终身ISA

• 为您的第一个家或以后的生活储蓄

• 每年从政府获得高达1000英镑的免费资助

• 储蓄现金，或者可投资于股市。

• 在18-39岁时才能开设账户（不过，如果您已有一个账户，您

可以继续供款，直到50岁生日）

• 如果您想享受政府的25%的免费增值，必须严格遵守了提取

资金的用途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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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考虑为您孩子的未来进行储蓄或投资吗？

任何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都可以为18岁以下的孩子开设少年ISA。

就像普通的ISA一样，有初级现金ISA和初级股票ISA。不过，他们每年的ISA

额度与成人ISA不同，今年的税年是9,000英镑。

任何人都可以向您孩子的青少年ISA添加资金 - 例如祖父母、朋友和亲戚。

如果您的孩子是16岁或以上，除了现金ISA之外，他们还可以有一个初级

ISA--这意味着在2021/22纳税年度，他们的ISA总限额可以达到29,000英镑。

当您的孩子年满18岁时，他们的少年ISA就变成了普通ISA，他们可以自己储

蓄和投资。通常情况下，只有您的孩子可以提取他们少年ISA中的钱，而且

只能从他们18岁生日开始。

青少年ISA

• 为18岁以下的孩子尽早开始储蓄或投资

• 任何人都可以向您孩子的青少年ISA添加资金

• 可从初级现金或初级股票ISA中选择

• 可将儿童信托基金转移到少年ISA中

• 只有您的孩子从18岁生日开始才可以取钱

• 选择股票ISA，有亏损风险--价值会上升和下降

• 2021/22纳税年度，可投入初级ISA的最高限额为9,000镑

儿童信托基金（CTF）是一个免税的储蓄账户，类似于少年现金ISA。它们适

用于2002年9月1日至2011年1月2日期间在英国出生的儿童。

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有一个儿童信托基金，您不能直接为他们开设一个少年ISA，

需要先将他们的儿童信托基金转移到少年ISA中。



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您的ISA转移到一个新的供应商，只要您愿

意，随时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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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转移并不计入您的ISA津贴（如果转移到终身ISA，可能会计入您的终身ISA津贴）。

在不同类型的ISA之间进行转移

您也可以在不同类型的ISA之间转移，例如，如果您想把您的现金ISA转移到股票和股份ISA上。

只要记住，如果您有一个固定利率的现金ISA，并且在固定期限结束前转移，您可能需要支付罚

款。

转移部分ISA

如果您要转移今年支付的ISA，必须转移今年的

全部金额。假设您想从现金ISA转到股票ISA。您

有一个前几年的现金ISA，里面有40,000镑，今

年您又增加了10,000英镑。您可以将前几年的

40,000英镑全部或部分转移到新的股票ISA中。

但是，如果您想转移的话，您必须把您今年支付

的10,000英镑全部转入。



ISA 简介

ISA是一种个人储蓄账户。它让您在不支付英国所得税或

资本利得税的情况下，进行储蓄和投资。

每个纳税年度都有一个ISA的最高限额。

2021/22年度的ISA津贴为20,000英镑。

• 现金ISA是用来储蓄现金的

• 股票ISA是用来投资于股票市场的

• 终身ISA是为购买第一套住房（或为以后的养老）而

储蓄的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可以为18岁以下的孩子开设少年ISA。

任何16岁以上的英国居民，都可以拥有现金ISA。对于所

有其他类型的ISA（青少年ISA除外），您需要年满18岁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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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我们编写这本指南是为了给您提供关于ISA的有用信息，但这不是个人建议。如果您正在考虑投资，而您

不确定某项投资是否适合您，请征求专业意见。

如果您选择在ISA中进行投资，请记住，投资有风险，且金融市场的不可预测性与波动性是未知的。投资

标的的价值及投资它们产生的收入既有可能上涨也有可能下跌。因此，您的资产价值将可能无法回溯到初

始投资金额。过往投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投资表现.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the analyst's personal views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any investment advic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nvesting involves risk and that the unpredictability and volat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are unknown. The value of underlying investments and the income generated from investing in

them may go up as well as down. As a result, the value of your assets may not be traceable back to the

initial investment amount. Past investmen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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