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有英国住宅物业的税务状况取决于多
种因素，包括如何持有（直接持有，或通
过信托或公司持有）及如何使用（个人居
住或出租）。本简报概述了从购买到出售
物业应考虑的关键信息。

购买物业
若位于英格兰、威尔士或北爱尔兰，购买英国房产需缴纳印花
税土地税（SDLT）。若位于苏格兰，购买英国房产需缴纳土地
和建筑物交易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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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LT对于价值超过125,000英镑的住宅购买的SDLT起点
税率为2％，并且在“切分”基础上增加至最高税率12％，加上
购买额外住宅的3％“附加税率”（除非购买是为了取代主要
住宅，或者价值低于40,000英镑）。

英国税务局宣布，计划对非英国税务居民购买英国住宅物业
的SDLT税率加征1％的附加税。

首次置业人士的SDLT减免
首次置业人士购买不超过500,000英镑的房产时300,000
英镑可不支付SDLT。在确定个人是否是首次置业人士时，会
考虑其全球物业所有权。此外，若物业是联名购买的，所有购
买者必须都是首次置业人士才能获得SDLT减免。

额外住宅物业：3％SDLT附加税
在考虑房产是否为额外住宅物业时，会考虑业主的全球物业
所有权。这意味着3％的附加税可适用于首次在英国购买的房
产。类似的附加税也适用于LBTT。

SDLT附加税将主要影响购买非主要住宅或准备出租的房产，
但也可能对受托人产生影响。代表终身权益人或信托受益人
购买主要私人住宅的受托人有特定豁免（就本规则而言，受
益人被视为购买物业）。这种豁免不适用于全权信托。全权信
托与公司缴税相同（即使是第一次购买住宅物业也可能承担
SDLT附加税）。

公司购买住宅物业
若公司或其他“非自然人”购买价值超过500,000英镑的房
产，SDLT按15％支付。豁免包括在租赁或房地产开发业务中
使用的某些房产。SDLT豁免与度住宅税（ATED）减免类似（
见下文）。

15％的税率不适用时，3％SDLT和LBTT附加税（少量例外
情况）适用于公司购买的住宅物业。

关于LBTT和LTT的说明
从广义上讲，LBTT和LTT都与SDLT非常相似：但是，制度
并不相同。本简报不考虑这些差异。考虑购买苏格兰（或从
2018年4月起，威尔士）房产的人士应寻求专业的建议。

使用物业
个人
个人对住宅物业的所有权和使用是相对简单的，并且通常（尽
管不总是）是最适合个人持有住宅物业的方式。

受托人
受托人，英国或非英国居民对住宅物业的所有权相对简单。若
该房产由非英国信托的受益人使用，该信托利益可与信托中
的所得相匹配，从而产生英国税收。

受托人应了解主要私人住宅（PPR）减免的可能性，并确保他
们行使其决定性权力以允许受益人使用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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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ATED制度适用于拥有价值超过500，000英镑的英国住
宅物业的公司。若物业被与公司有关的个人使用，则应缴纳
ATED。对于2018年4月之后的ATED，税率将根据2017年
4月1日的房产市场价格或之后的购买价格计算。 对于价值
500，000英镑到1，000，000英镑的房产，ATED税目前的
起价为3,500英镑，而对于价值20,000,000英镑或以上的房
产，ATED最高为220,350英镑。所有ATED都可以在我们的
税表中找到，网站为www.saffery.com。

出租物业
个人
若个人出租英国住宅房产，他们将按个人税率缴纳所得税，最
高为45％，这与他们是否为英国纳税居民无关。某些支出可从
收入里扣除，例如：代理商的费用。。从2017年4月开始的四
年期间，可扣除的贷款利息将受到限制。从2020年4月起，贷
款利息只能获20％的税减免。

作为度假屋出租的物业适用不同的规定。

受托人
英国和非英国居民受托人的租金均需缴纳45％的所得税。某
些支出可抵扣收入，例如：代理商的费用。对贷款利息的抵扣
限制与个人规定相同。

公司
英国居民公司的净租金利润需缴纳公司税（税率为19％
，2020年降至17％）。

支出可抵扣收入，并且没有贷款利息的抵扣限制（若净利息每
年超过2,000,000英镑，则将适用一般公司利益限制）。

根据现行规定，非英国居民公司的净租金收入将按20％的所
得税缴纳。该税率将从2020年4月起改变，届时非居民公司
将遵守公司税收（17％的公司税）。 

若非英国居民公司的股东是英国居民个人，或者信托的委托人
是英国居民，则相关的英国来源收入可能归于股东/委托人，
因此可能会缴纳高达45％的税款。（由非英国居民公司支付
20％的税款可用于抵扣）。

一般而言，公司是适合购买用于商业出租的住宅物业的工具（
因为不用付ATED和相关税收）。

非居民房东
非英国居民房东（个人、公司和受托人）对所收到的租
金缴纳20％的预扣税，除非根据非居民房东计划向HM 
Revenue＆Customs（HMRC）提出申请，要求支付总额。 
若非居民的的税率段高达45%，则20％的预扣税不会解除非
居民的纳税义务，而是用作其纳税义务的抵免。

关于英国住宅物业的遗产税
英国遗产税（IHT）适用于直接拥有的英国资产，这是无论持
有者的居住地或居籍。物业所有者死亡时，IHT的税率为40％
。IHT也适用于在物业所有者死亡前七年内赠送的资产，IHT
税率递减。

2017年4月6日之前，通过非英国公司拥有英国住宅物业，为
不被视为英国居籍个人提供了有效的IHT避税。自2017年4月
6日起，英国住宅物业通过非英国公司持有已不再能有效避
税。根据新规则，拥有英国住宅物业的公司股份价值属于IHT
范围内。此外，用于购买英国住宅物业或非英国公司股份的贷
款（其价值可归因于购买英国住宅物业的贷款），也属于IHT
范围。

若住宅物业在2017年4月5日之后通过非英国公司拥有，则有
一些推定条款使出售股份时两年内持续适用IHT。这个领域情
况复杂，应该寻求具体的专业建议。

将英国物业转移至信托需缴纳20％的IHT，英国资产将每10
年收取6％的IHT，从信托转移外也收取6％的IHT。若信托的
委托人有信托权益，物业依然计算于其资产内。

出售物业
出售住宅物业的资本利得可能须缴纳英国资本利得税（CGT）
、公司税、非居民资本利得税（NRCGT）或与ATED相关的
CGT（或其组合）。一般而言，必须在相关的税申报表上报
告利得。关于NRCGT，必须在出售后的30天内单独报告
NRCGT利得。若申报延迟，则付罚款。

英国住宅物业出售的30天申报和缴纳日期（目前仅适用于非
英国税务居民）将延展至在2020年4月6日或之后出售物业的
英国税务居民。

个人
个人在出售住宅物业时的利得应缴纳CGT。出售其唯一或主
要住所的个人有资格获得利得税减免。住宅物业的CGT税率
为18％或28％，具体取决于个人税率段（在计算所得税的收
入后）。

计算出售的利得时，非英国居民个人须以2015年4月市场价值
或后期购买价格计算，并缴纳28％的NRCGT。

受托人
英国居民受托人因出售物业而获得的利得应缴纳28％的
CGT。

计算出售的利得时，非英国居民受托人须以2015年4月市场
价值或后期购买价格计算，并缴纳28％的NRCGT。

若受益人使用受托人拥有的物业，受托人可能有资格获得利
得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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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适用ATED相关的CGT的（居民或非居民）公司须以2013年4
月的市场价值或购买价格（若之后）计算利得，以28％的税率
缴纳ATED相关的CGT。有资格获得ATED减免的公司也应该
有资格获得与ATED相关的CGT的减免。

英国居民公司因出售住宅物业而实现的利得需缴纳19％的公
司税。

非英国居民公司出售住宅房产而实现的利得需缴纳20％的
NRCGT税。

若同时适用ATED相关的CGT，公司税与NRCGT，ATED相关
的CGT优先于公司税或NRCGT。但与ATED不相关的利得可
能适用于公司税或NRCGT。此外，反避税立法可能将非居民
公司的利得归于股东。这取决于动机辩护（需表明该结构并
非为避免CGT或公司税而设立）。这并不代表可以不缴纳与
ATED相关的CGT和/或NRCGT。

即将的变化 - 出售股份的资本利得税
政府已宣布此类税法将从2019年4月起改变。从此日起，所有
非居民对英国物业的出售将需缴纳CGT，包括出售此类物业
的间接权益（例如，出售“丰富物业”的公司股份）。商业物业
的利得和所有类型物业的间接利益将被重新定价到2019年4
月，只有该日期之后产生的利得才应纳税。税率与英国居民相
同（在2020年6月出售商业物业的非居民公司将缴纳17％的
收益税）。

政府正在商议税法变化的细节，并且也在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与
ATED相关的CGT规定。

综上所述
持有物业方式会对从收购到最终出售英国住宅房产的税收产
生重大影响：所以花时间预先规划是有必要的。

用于开发目的住宅物业适用其他规定。此类物业不在本简报
的概述范围内。

若您正在考虑购买房产并想了解有关税务问题的更多信息，请
与您的Saffery Champness合作伙伴或联系人联系：info@
saffery.com。

本简报基于2018年10月31日的法律和HMRC规定。

www.saffery.com

T: +44 (0)20 7841 4000    E: info@saffery.com 

Saffery Champness’ Tax Factsheet is published on a general basis for information only and no liability is accepted for errors of fact or opinion it may contain. Professional 
advice should always be obtained before applying the information to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J6711. © Saffery Champness LLP October 2018.  
 
Saffery Champness LLP is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registered in England and Wales under number OC415438 with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71 Queen Victoria Street, 
London EC4V 4BE. The term “partner” is used to refer to a member of Saffery Champness LLP.  Saffery Champness LLP is regulated for a range of investment business 
activities by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Saffery Champness LLP is a member of Nexia International, a worldwide network of independent 
accounting and consulting fi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