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商业房产投资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
的投资项目，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投资者须要了解其有关税收方面的事
宜。本简报主要介绍了从房产的购置到
出售需要考虑的几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英国房地产税有所调整。然而，调整的内容大
部分都集中在住宅房产上，对商业房产影响不大。一个
重要的例外情况是2017年秋季预算案中宣布，非居民
资产增值税制度将从2020年4月起适用于商业房产
的出售。商业房产包括商用店铺 - 商店，办公室，仓库
等 - 并且还包括住宅房产范围外的其他特殊类别的商
用房产。这包括护理院和一些学生宿舍。因此，听取建
议，采取措施，从而确保能处理好您的房产的所有相关
税务问题，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相当有必要的。

购买房产

在购买英国房产时，如果是位于英格兰，威尔斯或北爱
尔兰，须缴纳印花税土地税（SDLT）。如果是位于苏
格兰，则须缴纳土地和建筑交易税（LBTT）。 此外，
自2018年4月1日起，在威尔士，SDLT将被土地交易税
(LTT)取代。    

SDLT 
商业房产的SDLT，交易额超过15万英镑的初始税率
为2％，交易额超过25万英镑的增加到5％（使用“计
量”法）。

SDLT同样适用于个人，信托受托人和企业购买者。 
SDLT适用于包含应纳增值税的交易值。

LBTT和LTT的注释
LBTT和LTT在广义上都与SDLT非常相似：但是这些
税收制度并不完全相同。本简报里的内容不会根据这
些差异而作详细的分析说明，任何考虑在苏格兰地区 
(或从2018年4月起的威尔士地区）购买房产的人都应
咨询相应的税务事项。

购买房产的其他考虑事项

购买者还应查询资本减免的事项，并考虑第198条例
里的选项（详见下文）。同时还应确定房产的增值税，
查询是否在收购中需要支付增值税，或者在增值税豁
免“持续经营转让”（TOGC）的条例下是否能转让房
产。这取决于卖方是否选择缴纳增值税;这可能部分取
决于他们的租户是否能够税务返还租金里的增值税。
要获得TOGC实行资格的话，购买者需要注册增值
税。 

如果购买的是商业房产的公司股份而不是房产本身，则
不需要缴纳SDLT，然而还是需要根据英国公司股票的
对价缴纳0.5％的印花税。购买公司（并承担其所有资
产债务）是有一定的商业和税务风险的，应委托进行充
分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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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租赁 

商业房产的租赁收入须纳税。收入相关的费用可以用来
减免，例如利息和租赁中介费用。适用税率取决于出租
方是个人，信托还是公司。

个人
如果英国商业房产的出租方为个人，则不论出租方的英
国居留身份如何，他们都要按照边际税率缴纳所得税，
即高达45％的净租金收入。 

信托受托人

英国和非英国居民的信托受托人将按45％的净租金收
入所得税计算。 

公司

英国居民公司将按净租金利润（19％，从2020年4月
1日起减少至17％）缴纳公司税, 可扣除一般用于收益
的费用。但从2017年4月1日起，对于公司在计算利润
时扣除的利息金额和其他融资成本也作了限制。广义
而言，这意味着利息成本将被限于税息折旧及摊销前
利润的30％范围内，并且不能超过200万英镑。详细规
则不在本简报的论述范围之内，但由于其复杂性，所以
应考虑公司（或其从属的集团）的利息成本是否超过此
限度。

根据现行条例，非英国居民公司按20％的净租金利润
缴纳所得税。自2020年4月起，非居民公司将缴纳公司
税（17％的公司税），并将遵守上述公司利息限制的规
定。

将收益归于英国个人名下

如果非英国居民公司的股东是英国居民，或者信托的
委托人是英国居民，那么在英国的主要来源收入可能
要归于股东/委托人的名下，如此一来便可能达到高
达45％的额外税的标准（可由非英国居民公司支付
20％的税款）。

豪宅年税（ATED）以及相关收费不适用于商业房产，这
意味着公司是商业房产的一种合适的收购实体。 

非居民业主

非英国居民业主（个人，公司和信托受托人）须扣除
20％的所得租金预扣税。非居民业主计划允许非居民
业主领取总租金收入，不用被扣预扣税。但此类非居民
业主必须每年向英国税务总局进行税务申报并缴纳税
金。20％的预扣税并不能抵消非居民业主的纳税义务：
而是用作抵扣应付税项。 

资本减免

英国税收制度不允许扣除折旧费用。取而代之的是，符
合条件的资产可获得资本减免。

符合条件的资产会被划分到资本减免库里，按照余额
递减的计算规则，可以获得18％或8％（自2019年4月
减至6%）的减免（取决于资产的性质）。

买卖房产时，房产的卖方和买方可以共同选择将购买价
款定为符合资本减免的对应价格（使用第198条例里的
选项）。任何转让减免的价值，以及是否需要实行相关
的选项，都应作为买卖谈判的一部分。

以前建筑物没有资本免税额，财政大臣在2018年预算
案中宣布引入新的2％资本免税额 – 构筑物和建筑物
免税额 - 可用于2018年10月29日之后的新的非住宅构
筑物和建筑物的合格支出。

英国商业房产的所有权：遗产税

英国遗产税（IHT）适用于英国资产的所有权直接持有
者，不管持有者是居民身份还是居籍身份。 

IHT是按业主死亡时所持有资产的40％缴纳。IHT也适
用于死亡前七年内作出的任何赠送，当然，赠送会降低
缴纳IHT税率。

将英国房产转入信托将需要缴纳20％的IHT税款，并且
每10年大致需要缴纳6％的IHT税款。对于通过信托进
行任何形式的分配，都须缴纳6％的IHT税款。如果信
托的委托人在该信托仍有权益保留，除了需要缴纳这些
费用外，该房产仍属于IHT的纳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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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国居籍并且不在英国居住的个人，可以通过非英国
居民公司来持有该房产，从而在IHT里减少商业房产的
价值。在IHT规定下，此类纳税人会被视为拥有非英国
地区股份（但从2017年4月6日起，此项将不适用于英
国住宅）。 

房产出售

居留

过去，非居民（个人，信托受托人和公司）在出售投资用
途的商业房产时无须缴纳英国税。有关房产开发项目的
特殊规定，不在本简报的论述范围之内。

政府宣布该规定将从2019年4月起改变。从此日期起，
所有非居民出售的英国房产都需缴纳CGT，出售这些
房产的间接权益也需缴纳（例如出售“房产较多”的公
司股份）。商业房产和各类房产间接利益的收益，只有
2019年4月起累积的收益是应税收益。英国居民的等
价出售需缴纳的税率相同（例如，2020年6月出售商业
房产的非居民公司将以收益的17％缴纳税款）。

个人

根据个人是否有任何基本税率区间（在计算所得税收入
后），英国居民个人须按照10％或20％的出售英国商业
房产所获得的收益缴纳资本利得税（CGT）。  

信托受托人

英国居民信托受托人须缴纳出售时所获得收益的20％
作为CGT税款。 

公司

英国居民公司通过出售商业房产而获得收益时须缴纳公
司税（税率为19％，从2020年4月1日起减少至17％）。

申报

从2019年4月6日起，非英国税务居民出售英国商业地
产需要在30天内提出申报。任何应缴税款也需在出售
日期后30天内交納。这些义务和支付截止日期计划延
伸至英国税务居民在2020年4月6日或之后出售的商业
地产。

综上所述

从英国商业房产的购买到最终出售，房产持有结构的选
择都会对其税务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建议使用公司的
形式进行购买，但在购买之前，应考虑投资期限内适当
的房产持有结构和房产税收等问题。 

如果您打算投资商业房产租赁，并希望了解更多有关税
务问题的信息，请电邮：info@saffery.com。

本简报信息内容符合法律和HMRC于2018年10月31
日起实施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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