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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英国商业地产
自 2000 年以来，英国商业地产股票的价值同比平均增长率
为 3％，高于英国衡量通胀的平均零售价格指数 - 平均增长
率为 2.8％。英国商业地产市场价值 8830 亿英镑，其中投资
者在英国拥有的商业地产价值 4860 亿英镑。仅在伦敦市中心，
2017 年就有 23.52 亿英镑投资。
尽管英国脱欧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但对
英国商业地产投资的需求仍然很高，尤其是
来自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使用者对包括伦敦
市中心在内的办公楼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
市场实际情况证实，办公楼使用者的人数并
没有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大幅下降。此外，
由于股票缩水，许多办公楼被改建为公寓，
可供出租的办公楼也减少了。
此外，英国商业地产市场的某些领域已经取
得了较大的回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许
多企业希望在英国各地拥有商品分销中心，
证明了其对包括仓储物流领域在内的投资者
尤其具有吸引力。
英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房地产和抵押贷款市
场之一。此外，由于以下原因，英国脱欧后，
英国对海外投资的吸引力始终如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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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进程的稳定性

�

安全稳妥的土地登记，为所有买卖房地产
提供国家担保的业权，并开放予公众查阅

�
�

透明的规划过程

�

由于竞争激烈，购买或发展房地产时，可
随时获得按揭金融

�
�

英国房地产市场广泛开放

�

为消费者、投资者和商业人士提供完善的
法律和监管保护

�

透明的税收制度，虽然现在的税收制度要
复杂得多

�

且对海外投资者的“支持”程度也有所下降。

英国经济中长期强劲发展，尽管存在个别
的短期经济问题

在个人房地产方面，以及英国市场和地区
的相关可用信息和数据的熟悉程度

对资本进入英国没有任何障碍或限制，对
资本从英国收回也没有任何控制或限制

英国税收
英国税收环境，虽然需要谨慎导航以避免不
必要的复杂性以及与租金回报和 / 或投资地产
收益相关的意外税收风险，但对商业地产投资
者仍具有吸引力。
投资者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包括 ：

�

印花税及地税（SDLT）
— 直接在英格兰、威尔士或北爱尔兰购
置商业地产（包括租赁费），须按下列
比率缴纳印花税及地税 ：
� 小于等于 150,000 英镑 - 零
� 150,001 英镑至 250,000 英镑 - 2%
� 大于 250,000 英镑 - 5%。
— SDLT 对于收购持有商业地产的公司的
股份不适用（但如果目标是一家英国
公司，0.5% 的印花税是适用的）。其作
为评估收购税收成本的一部分，以及
在考虑如何实现最终出售的回报最大
化时，是很有吸引力的。
— 在苏格兰购买商业地产需要缴纳土地
和建筑物交易税（LBTT），在威尔士
购买商业地产需要缴纳土地交易税
（LTT）。LBTT 和 LTT 的管理体制与
SDLT 类似，但存在差异。
— 在购买英格兰、威尔士或北爱尔兰的
住宅地产时，SDLT 的税率与适用于商
业地产的税率不同。SDLT 从 125,000
英镑和 3% 的税率起税，然后在不同
价值区间增加税率。如果购买的房地
产是作出租 / 第二居所之用，则须额
外缴付 3% 的 SDLT。如果是一家公司
购买了一套住宅地产，税率也会因购
买方是投资者还是开发商而有所不同。
如有需要，我们可提供适用于住宅地
产的 SDLT 税率详情。

— 如果购买了多户住房（包括一套单独
的房产，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
单元 - 比如有一个附属建筑物或有自
己大门的隔开公寓），对于应付的全额
费率，SDLT 有减免。其可以通过两种
方式实现。一是分摊价格，然后计算
每个人的 SDLT。如购买 6 个或 6 个以
上单位（不一定在同一地点），则适用
SDLT 的商业税率（见上文）。这是非
常可观的利益，因为如果购买价格很
高，它可能意味着 SDLT 的税率大大降
低。此外，如有需要，我们亦可提供
有关减免或应付的 SDLT 总额的详情。

�

— 除非是新建的（少于 3 年）建筑物，
否则房地产供应（永久产权 / 租赁权 /
授权的租赁）通常是免增值税的，而
如果卖方已“选择纳税”（OTT），对
此商业建筑购买价格的额外 20％应作
为增值税缴纳。实行 OTT，能够让商
业地产的拥有人收回其在购买和拥有
期间所产生的增值税。
— 如果买卖双方已注册了增值税，构成
持续营业转让（TOGC）的，则买卖
商业地产不在增值税缴纳范围内。一
般来说，持续营业转让（TOGC）纳
税处理适用于现有租户或已有租约安
排的租户取得的房产。（即使占用尚未
开始）
— 考虑 VAT，是任何收购构成计划的
—个关键方面。
租金收入的征税 - 个人及受托人
— 个人出租英国商业地产适用个人所得
税的临界税率，其净租金收益的（45%
，界线是收入超过 150,000 英镑）。
— 如果是受托人的话，无论居住在哪里，
都要按净租金收益的 45% 纳税。
— 英国常驻公司，就其净租金收益，应
缴纳公司税（2020 年 04 月 01 日起从
19% 降至 17%)。
— 财务费用通常是可全部减免的，但是
某些情况下有限制，就是要达到 200
万英镑的最低限额（这也适用于集团
情况）。这方面规则复杂。
— 非英国常驻公司目前需缴纳的所得税
税率为 20%。这一情况将从 2020 年 04
月起改变，届时这些实体将进入公司税
的范围，这也带来上述利益减免限制。

�

利得征税
— 目前，非常驻个人和公司，就其英国商
业地产的处置得利，无需缴纳资本利
得税（C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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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2019 年 4 月起，这一情况将发生改
变，所有非常驻业主将根据收益缴纳
一种形式的英国税。该税费仅适用于
2019 年 04 月以后产生的收益（即重新
制定基数）。

继承税（IHT）
— 在英國商业地产有直接利益的个人，
通常要缴纳遗产 40% 的继承税（扣除
“继承房产免税额”—目前 325,000 英
镑后计算）。
— 非英国常驻公司不在 IHT 征收范围内
（公司通常就不在此列），目前持有此
类实体股份的个人也不在此列。如果
英国住宅地产是通过此类工具持有的，
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

增值税（VAT）
— VAT 是对商品和服务供应征收的税。
它适用于整个欧盟。

�

— 新制度还适用于信托工具销售利益，
这些工具 75% 的总资产价值来自英国
土地（被称为“富裕财产”工具）。

在发展项目方面，特别是在土地立法交易
（TIL）方面，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这些条
例是在 2016 年 04 月出台的，目的是应对开发
商争辩的开发或交易地点在英国以外的情况。
其结果是，开发项目的利润要缴纳所得税或
公司税（取决于所有权）。
埃德温·科（Edwin Coe）可以提供怎样的帮助
埃德温·科（Edwin Coe）是为有意投资英国
商业地产的客户提供建议的理想选择。本公
司为有意投资或迁往英国的客户提供全面的
服务，特别是为他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包
括就以下事宜提供意见 ：

�
�
�
�

有效的税收构建

�

购买、融资和出售商业地产细节，包括各
方面的充分尽职调查

�
�

购置住宅地产，开发再建住宅或商业地产

建立必要的信托或公司结构
商业合同
与其他值得信赖的顾问合作，包括地产代
理和测量师

移民英国（如果涉及）。

埃德温·科（Edwin Coe）提供的服务由合作
伙伴全面领导。合作伙伴致力于为每位客户
提供服务，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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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意图。
本公司亦以能就上述各范畴及更多范畴提供
快捷、有效以及有成本效益的意见和解决方
案而自豪。
埃德温 • 科（Edwin Coe）以为有意在英国
和在商业地产投资的客户提供全面“联合”
服务而自豪。与客户建立关系的关键是希望
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关键顾问，通过制定业
务决策和取得成功的结果来引导客户。
我们也一直努力成为中间商，并尽可能向第
三方或其他潜在机会作适当的引介。这包括
引介其他专业顾问，如抵押贷款经纪人或潜
在的银行和放款人，他们可以就英国银行
或贷款便利或银行账户方面提供帮助。我们
还与其他顾问密切合作，包括地产代理和地
产发掘者，他们可以为英国商业地产的潜在
投资提供资源或建议。埃德温·科（Edwin
Coe）的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首选第三
方网络，这在投资英国商业地产市场时是非
常宝贵的资源。

埃德温·科（Edwin Coe）在欧洲、美国、中东、 埃德温·科（Edwin Coe）经常与客户的其他
北非、撒哈拉以南非州、俄罗斯和远东拥有
顾问合作，如其所在辖区或离岸辖区的会计
强大的专业关系。我们经常协助客户解决全
师，以创建定制的且高效的结构。
球业务问题。
语言能力
开始这个过程
我们强烈建议所有有意投资英国商业地产的
客户，首先从我们那里获得有关投资英国市
场的结构和节税方法的适当“定制”建议。
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尤其
是在过去 3 至 4 年里，由于英国引入了立法
改革，英国的税收风险或潜在的意外税收后
果降至最低。

我们能够为以阿拉伯语、波斯语、粤语、汉
语普通话、乌尔都语和法语为母语的客户提
供支持。

这个过程是必须要做的，甚至在考虑第一笔
投资之前就应该先建立结构然后适当地记录
并创建任何相关的公司信托工具（包括可能
在海外司法管辖区），这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来
完成，如果不预先解决，就意味着没有足够
的时间成交。

联系信息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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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e McIvor
Property Partner
电话: +44 (0)20 7691 4171
电子邮箱: joanne.mcivor@edwinco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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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Chiew

周律师 - 移民顾问
电话: +44 (0)20 7691 4129
电子邮件：christine.chiew@edwincoe.com
WeChat 用户号: chrissy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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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in Coe LLP是一家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注册号为OC326366）。该公司经律师管
理局授权和监管。我们注册办事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成员名单可供检查, 地址: 2 Stone Buildings, Lincoln's Inn,
London, WC2A 3TH.“合作人”表示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成员或具有同等地位的雇员或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