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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住宅地产已成为英国和外国投资者无法抗拒的商品。
外国投资者对伦敦市中心黄金地段进行了大量投资，特别是
在 2010 年至 2014 年间，伦敦市中心的房价经历了大幅上涨。
此后，房价增长放缓且已开始下跌。

英国住宅地产投资

房价的逆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几年税
收制度的变动，其中许多已产生重税影响—
尤其是对外国投资者。这些变动包括对外国
投资者征收资本利得税 (CGT)，增收印花税 
(SDLT)，以及引入豪宅年费 (ATED)。

这些变动最初影响了外国投资者，但也已经对
国内投资者产生了冲击。更多的税收立法，包
括逐步减少抵押贷款利息减免，以及对购买额
外住房征收 3% 的印花税附加费，严重打击了
购房出租行业。

对英国退欧影响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市
场的信心，英国整体房价增长现已大幅放缓。

然而，由于历史房价长期的增长，而且住宅地
产价格并不总是与经济下滑相关，英国一直对
住宅地产投资抱有信心。此外，住宅地产供应
不足，这意味着总会有需求。在英国拥有住房
一直是许多人的愿望。

领先的地产经纪预计，未来 5 年房价将开始回
升，不过涨幅会放缓。

但对于愿意等待的投资者来说，在当前低迷的
市场进行投资将会带来收益。在英镑疲弱时投
资，支付能力方面就会得到即时优势。此外，
投资者将避免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外国买家征
收额外 1% 的增值税附加费所带来的成本影响。

虽然借贷成本仍然很低，按揭贷款也很普遍，
但在这个市场中，有些房产对贷款机构没有吸
引力，因此可能难以获得贷款，那么现金投资

者就有一定的机会购买到这样的房产。这些购
买机会包括，购买在租赁改革立法下有可能延
长的短期租赁产权房，以及在拍卖会上购买“困
厄”房产。

对于在建开发项目的期房购买，仍可协商到优
惠价格。在建项目将在价格回升时完工，从而
带来一定的资本增长。

还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 买方在这里可以获
得新建筑开发项目的期房合同，其中新单元似
乎供过于求，买方更愿意购买那些卖方正在寻
求以折扣价出售的新单元合同 , 而不是完成现
有高价的房源购买 , 也不愿意因为未完成购买
失去他们的订金。

鉴于房价增长疲弱的前景，投资者更关注强劲
的收入，而非资本增长。影响付息抵押贷款的
税收变动和增加的抵押贷款规定，降低了对标
准购房出租投资的吸引力。

近年来，英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建后出租”计划。
这些计划提供不同的且有吸引力的产品，提供
长期租赁，并提供公共设施，如健身房和多功
能厅。由于良好的收益和可靠的收入来源，这
些计划对较大投资者特别有吸引力。

学生公寓也提供稳健的收益，因为现今的学生
寻求比过去传统学生住所更好的住宿质量。

英国税收
需要谨慎导航，以避免与租金回报和 / 或投资
物业收益相关的英国税收中不必要的复杂性和
意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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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有权 非英国企业 非英国受托人 持有非英国股
票的非英国受
托人

遗产税 (IHT) 遗产税风险 自2017年04月
06日起征收遗
产税

潜在的入境
费，10周年满
费，出境费，
可能存在的保
留收益权后的
财产赠与税

潜在的入境
费，10周年满
费，出境费，
可能存在的保
留收益权后的
财产赠与税

豪宅年费 
(ATED)

无豪宅年费 豪宅年费(除非
适用减免)

无豪宅年费 豪宅年费(除非
适用减免)

处置资本利得
税(CGT)

资本利得税         
(如果是非居
民，2015年04月
05日以后利得适
用(非居民资本
利得税)) 可能有
私人住宅减免

豪宅年费-资
本利得税/非居
民利得税和/或
TCGA第13条规
定的利得税

非居民资本利
得税以及2015年
04月06日前适用
的资本利得税

豪宅年费-资本
利得税，非居
民资本利得税
和/或适用的收
益所得的资本
利得税

租金收入所
得税

所得税 所得税 -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制
度(2020年04月
后通过企业所
得税收取)

所得税-非居
民企业所得税
制度

所得税(2020年
04月后通过企业
所得税收取)

购房印花税
(SDLT)

印花税为正常税
率 (可适用3%附
加费)
如果房价低于
£500,000，首次
购房者可获减免

印花税税率为
15%
(通过出租可获
得减免, 但仍可
适用3%附加费)

印花税为正常
税率    (普遍适
用3%附加费)

印花税税率为
15%
(通过出租可获
得减免, 但仍可
适用3%附加费)

典型的领外所有权结构包括 :

Edwin Coe 公司如何提供帮助
Edwin Coe 是为有意投资住宅地产的客户提供
咨询的理想之选。本公司为有意投资或移居英
国的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特别是提供一站式
服务，包括就以下事宜提供建议 :

�	 有效的税收结构

�	 建立必要的信托或公司结构

�	 与其他值得信赖的顾问合作，包括估价师、
地产经纪和测量师

�	 与贷款机构进行融资合作，包括为借款人
提供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融资建议

�	 就住宅地产的开发或重大改建提供建议

�	 与我们的商业团队合作购买混合用途建筑

�	 为房东和租户就租赁改革立法下的要求提
供产权转换咨询，以及就如何构建产权结
构提供咨询，以避免产权转换的风险

�	 移民到英国 ( 如涉及 )

本公司倍感荣幸，能够在上述各领域以及更多
领域提供迅速、有效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咨询
和解决方案。

Edwin Coe 公司也为希望投资住宅地产的客户
提供全面的“联合”服务感到自豪。我们的住
宅专家是我们大规模地产团队的一部分，在处
理商业地产、融资、建筑和产权转换方面相当
专业。

与客户建立关系的关键是有意愿成为一个值得
信赖的顾问，引导客户做出商业决策，并取得
成果。

Edwin Coe 公司提供的服务完全以合伙人为主
导，合作人专注于每个客户并且从一开始就与
客户保持定期联系，因此他们完全了解客户的
需求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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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关系
我们一直努力开创业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
第三方或其他潜在机会作出适当的引介。

我们在住宅领域的各个部分都有广泛的联系，
特别是在伦敦市中心黄金地段市场。

这包括引介其他专业顾问，如抵押贷款经纪人、
银行和贷款机构，他们可以在银行或贷款安排
方面提供帮助，包括临时贷款，或在英国开设
银行账户。

我们与地产代理和物业顾问紧密合作，他们可
以在住宅地产的潜在投资方面提供资源和建
议。我们的联系人经常能接触到“市场外”的
房产。

Edwin Coe 公司的合作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
的首选第三方网络，这在投资英国住宅地产市
场时是非常宝贵的。

Edwin Coe 公司在欧洲、美国、中东、北非、
撒哈拉以南非洲、俄罗斯和远东地区也拥有强
大的专业联系。

我们经常协助客户处理全球业务问题。

我们与某些国际公司 -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公司 -
建立了联系，这些公司可以与我们一起支持那
些位于这些国家并需要母语帮助的客户。

开始投资过程
我们强烈建议所有有意投资英国住宅地产的客
户，在投资住宅地产的结构和税务效益手段方
面，首先接受我们适当的“定制”建议。这是
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尤其是在尽
量减少英国的税收风险或潜在的意外税收影响
方面，因为在过去 3 到 4 年里，英国进行了许
多税收立法变动。

如果我们建议的是一款结构投资 - 而不是以个
人名义投资 - 那么建立一个结构然后准备适当
的文档以及创建任何有关信托公司工具的过程
( 包括在潜在的海外司法管辖区 )，需要几个星
期的时间，这对交易有延迟影响。

Edwin Coe 公司定期与客户的其他顾问合作，
包括客户所在国或离岸管辖区的会计师，从而
创建一个定制且高效的结构。

语言能力
我们能够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粤语，普通话，
乌尔都语，俄语和法语的母语人士提供支持。

Edwin Coe公司是一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编号OC326366)。本公司由律师管理局授权及
管理。公司成员名单可在我们的注册办公地址查阅:伦敦林肯酒店石楼2号，邮编：WC2A 3TH （2 Stone Buildings, 
Lincoln’s Inn, London, WC2A 3TH）。“合伙人”是指本公司的合伙成员或具有同等地位的雇员或顾问。本指南
涉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仅供一般性指导之用。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有必要听取具体的法律建议。

我们团队 如果您想了解关于这些问题的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详细方式与我们联系 :

Dhruti Thakrar
Head of Immigration
电话: +44 (0)20 7691 4137
电子邮箱:  
dhruti.thakrar@edwincoe.com

Edwin Coe LLP
2 Stone Buildings

Lincoln’s Inn
London

WC2A 3TH

电话：+44 (0)20 7691 4000
电子邮箱：info@edwincoe.com

edwincoe.com

Sean Bannister
Tax Partner
电话: +44 (0)20 7691 4135
电子邮箱:  
sean.bannister@edwincoe.com

Rosie McCormick Paice
Property Partner
电话: +44 (0)20 7691 4112
电子邮箱:  
rosie.mccormickpaice@edwincoe.com

Stephen Brower
Head of Property
电话: +44 (0)20 7691 4105
电子邮箱:  
stephen.brower@edwincoe.com

Christine Chiew
Immigration Consultant
电话: +44 (0)20 7691 4129
电子邮箱:  
christine.chiew@edwincoe.com

Hetal Sanghvi
Tax Partner
电话: +44 (0)20 7691 4190
电子邮箱:  
hetal.sanghvi@edwinco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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