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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的理由 

 在税务、企业架构及住房买卖过户事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深

厚的理论知识。 

 定价实惠，价目结构灵活。 

 旗下房地产律师均取得英国相应资历，立足中东与亚洲，竭诚服务客

户： 

 进行项目管理和/或开展实际工作； 

 作为日常联系人； 

 与客户处于同一时区，随时准备进行会面； 

 “面对面”解决疑问、困惑或顾虑； 

 具备双语工作能力（团队成员可以讲英语、阿拉伯语、粤语、普通话）。 

 
   

 

 

Simon Green, 合伙人 

中东与亚洲房地产业务主管 

simon.green@crsblaw.com 

 

法律信息表 

英国住宅房地产购置 

mailto:simon.green@crsb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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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  

英国住宅房地产购置 
 

 
1. 初步考虑因素 

• 税务问题——购置英国住宅房地产将

需要缴纳税款。详情请参阅第3页的

表格。 

 购房交易结构——为确立最合适的

法律及节税结构，必须参考诸多因

素： 

 购房名义——通过特设单位

SPV）、信托还是以个人名义

购置房产？ 

 司法管辖区——如果建议采用

SPV或信托购房结构，该SPV或

信托是否将离岸成立？如果

是，将位于哪个司法管辖区？ 

 投资或其他目的——购房的目的

是什么？ 

o  其他因素——是否有其他非商业
性的因素需要加以考虑，例如家
庭成员要求/继承计划、保密要求、
目标入住率（如适用）、伊斯兰
教法问题等？ 

 融资——购房是否需要进行融资？

如果需要，需要的是常规融资还是

伊斯兰融资？ 

 批准——是否需要任何批准（例

如，如果房产产权属于租业权，土

地所有者是否同意？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住房买卖过户必

须聘请律师协助完成。在此过程中，

依照反洗钱法规，律所将向任何新客

户索取相关信息。 

 

 

 

 

 

 

 

2. 交换合同前 

 

 草拟和敲定法律文书草稿，包括（但

不限于）售房合同。 

 进行尽职调查，包括产权以及标准调

查和查询项目。 

 编制产权报告，概述尽职调查结果。 

3. 交换合同 

 如果尽职调查结果合格，客户将亲自

签订合同，或通过授权书委托本公司

签订。 

 买房支付押金——通常为10%，但具

体金额可协商决定。 

 一旦交换合同，即构成买卖双方之间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交换合同

后，若任一方决定撤销合同，其必须

支付罚金。 

4. 交房前 

 完成所有法律文书，例如（但不限

于）转让契约、按揭契约（如需要）

及 房契/转让许可（以适用者为

准），并且安排签字事宜。 

 安排提取融资借款。 

 

 

 就交房时需要付清的余款编制

交房结单。 

 进行交房前调查/查询（根据适

用情况）。 

5.  交房及交房后 

 房款将由买方律师暂管，等

待交房，买方律师将房款转

给卖方律师。 

 当卖方律师确认已收到交房资

金时，完成交房。 

 房屋中介将钥匙交给买方。 

 确保： 

 缴纳规定的土地印花税

SDLT）金额——详见第3

页； 

 在规定时期内办理完成

地产登记局所有权转让

及产权登记手续； 

 任何融资安排以房产为抵押，
在地产登记册上均会以第一顺
位法定押记或其他同等方式作
记录，具体取决于融资安排
属于常规融资还是伊斯兰
融资。 

 

 
 
 
 
注意：此英国住宅房地产购置宣传册所含信息仅适用于在英格兰及威尔士购置住宅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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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义 离岸受托人 离岸公司 
 个人持有或为保密起见代理人代本人

持有的房产 
（注：拟推行的受益所有人登记册可
能导致保密性不复存在） 

离岸受托人（非公司）直接持有的
房产 

个人或受托人持有股份 

土地印花税 

（购房时） 

（英镑） 

适用 – 累进税制。英国政府最近宣
布，2021年 3月 31日当天或之前完
成的交易享有土地印花税豁免“豁免
期”。 

 

适用 – 累进税制 
（见左侧） 
视乎信托类型而定。可能需要自动
加收 3%附加费。 

 

超过50万英镑15% 

减免项目适用（出租、交易等）情况
除外，在此情况下，需按累进税制
（见左侧）征收，并自动加收 3%附加
费。 

0英镑到50万英镑：0% 

50万以上至92.5万英镑：5%  

92.5万英镑以上至150万英镑：10% 

150万英镑以上：12%  

 

  

3%附加费：适用前提是，买方在全球
任何地点已拥有房产（用以代替主要
住所者除外）。 

  

年费（ATED） 
（每年）（英镑）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 如所有者房产价值超过50万

英镑。 

费用金额从3,700英镑至236,250英镑

（具体视乎房产价值而定——详见

下页） 

不适用 – 如房屋确已出租 

不适用 – 如房屋由房产交易商持有 
个人所得税（租房
收入） 除可扣除支出后利润的最多45%。 

（注：自 2017 年 4 月 6 日起，有关按
揭利息减税的限制性规定正逐步推
行） 

根据信托类型，除可扣除支出

后净利润的最多45%。 

（注：有关按揭利息减税的限制性规
定同上） 

不适用 

企业所得税（租房收

入及售房时） 

 

不适用 不适用 在 2015 年 4 月 6 日后的房产增值除可
扣除支出后的利润按 19%征收企业所
得税 

资本所得税 

（CGT） 

（售房/赠与时） 

适用，针对2015年4月6日后的房产增值

部分 

• 基础税率纳税人18% 

• 非基础税率纳税人 28% 

适用，2015 年 4 月 6 日后的房产增值

部分按 28%征收。 
适用，股东在出售其在持有英国土地
的英国境外公司的股份时，如符合规
定条件，需缴纳。针对 2019年 4月 6 日
后的房产增值部分，个人股东按 10% / 
20%缴纳资本所得税，受托人股东按
20%缴纳。 

遗产税（IHT）
（通常仅在去世时
征收） 

适用 
去世时超出免税额度（目前为 325,000
英镑）的部分按 40%征收。如符合规
定条件，或可享受额外“居民”免税额
度。 
（配偶免税 /按揭 /保险 /保留权益）
（注：对于与英国房地产有关的贷款
及担保，可能需缴纳遗产税） 

适用 

每10年按最多6%征收，期间若进行分

配，分配部分按最多6%征收。 

如保留权益（去世前七年内作出赠与但
继续居住在房产内），去世时按40%征收 

（配偶免税不适用）。 
（注：对于与英国房地产有关的贷款
及担保，可能需缴纳遗产税） 

根据法律变动，2017年4月6日起，对

股份价值（默认股份价值来自英国住

宅房地产）征收遗产税。 

个人名义和离岸信托人相关规定（见左

侧）将适用，具体根据股份所有者身份

而定。 

（注：对于与英国房地产有关的贷款
及担保，需缴纳遗产税） 

 

注意： 

• 上表仅与非英国税务居民以及非英国居籍人士所购置的住宅物业有关。 

• 表格内容仅为概要，截至2020年5月准确无误。 

• 自2019年4月6日起，非英国居民出售英国商用物业时须缴纳资本利得税。 

• 自2020年4月6日起，英国境外公司须就英国租金收入缴纳企业税，而非所得税。 

• 对于2021年3月31日之后完成的交易，将会适用之前的印花税土地税税率；首次置业价值不超过50万英镑的购房者，或将享受印花税土地税减免待遇。 

• 预期2021年，政府会将与在岸公司有关的实益所有人登记在册。 

• 政府已宣布，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将对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境内购买住宅物业的非英国居民征收 2％的附加费。这有别于上文所注 3％的附加费。尚未公布拟议中的新附加费的详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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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D（针对公司持有住宅物业的年度住宅物业税） 
• 适用于“非自然人”（公司）拥有住宅房地产 

• ATED年度为每年 4月 1日至次年 3月 31日 

• 4月 30日前完成缴税申报手续 

• 真实商业出租、交易、开发可享受减免 

• 税阶按 2017年 4月 1日（或购房日，以较晚者为准）当日价值决定（现有房产必须重新估价） 

房产价值 年费（2019/2020） 

50 万至 100 万英镑（仅从 2016 年 4 月 1 日
起） 

3,700 英镑 

100万至200万英镑 

（仅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 
7,500 英镑 

200 万至 500 万英镑 25,200 英镑 

500 万至 1000 万英镑 58,850 英镑 

1000 万至 2000 万英镑 118,050 英镑 

2000 万英镑以上 236,250 英镑 

 
 
 
 
 
 
 
 
 
 
 
 
 
 
 
 
 
 
 
 
 
 
 
 
 
本资料由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编制，供一般指导之用，不构成有关任何具体事宜的建议。我方建议您在采取行动前征求专业意见。对因本资料采取或未采取的任何行
动，我方概不承担责任。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是一家在英格兰及威尔士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注册编号 OC311850，经律师监管局授权并受其监管。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多哈分所经卡塔尔金融中心管理局批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所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登记注册，注册编号 CL2511，且受迪拜政府法律事务部监管。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 香港分所在香港律师会注册为外地律师行。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在法国、卢森堡及瑞士通过当地监管并管理的合伙企业或企业实体提供法律服务。凡
提及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合伙人，均指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成员或具备同等身份及资格的员工。成员和非成员合伙人名册可前往注册办事处查阅。办事处地
址为 5 Fleet Place, London（伦敦），邮编 EC4M 7RD 。 

有关我们如何处理个人数据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 charlesrussellspeechlys.com上的隐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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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中东与亚洲的团队在为世界各地的购房者提供英

国房产投资咨询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与英国一部分规模最大的

开发商密切合作，例如 伯克利集团（Berkeley Group）、巴特西电站开发公

司（Battersea Power Station Development Company）和 Seven Capital。
我们还定期为著名的房地产投资企业和国际经纪公司（例如：IP Global、
One Global 和 Residential Property Group）所推广的项目提供服务。2020
年我们为客户处理的住宅物业交易金额超过 1 亿英镑，涉及多种交易形式，

其中包括： 

Battersea Power Station，伦敦 

One Palace Street，伦敦 

West End Gate，伦敦 

Fulham Reach，伦敦 

White City Living，伦敦 

Beaufort Park，伦敦 

X1 The Tower，利物浦 

St Martins Place，伯明翰 

Blackfriars, 曼彻斯特 

The Copperworks，伯明翰 

Maida Vale Union Lofts，伦敦 

The Wraysbury，伯明翰 

South Bank Place，伦敦 

Millbank Residences，伦敦 

South Quay Plaza，伦敦 

St. John’s Wood，伦敦 

Battersea Roof Gardens，伦敦 

West End Gate，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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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亚洲 
住宅物业团队成员 

   

  Simon Green, 合伙人 

Simon 担任中东与亚洲房地产业务主管。他往返于香港与中东两地的办

公室之间，是房地产事务领域深受认可的一位专家。他的主要专业特长

在于大型综合用途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公私合营项目）、市中

心再开发、房地产投资、管理与融资，以及酒店与旅游业。他定期会就

中东与亚洲投资者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境内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

式投资商业以及住宅物业等事宜提供咨询意见。 

 
   

中东 

 Kelly Dunn, 特许法律行政人员 
Kelly 是一名经过特许的法律行政人员，兼任住宅物业团队经理。

Kelly 留驻中东地区，多年以来为众多中东和亚洲客户在英国境内

收购与处置住宅物业。她在房产法方面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近 10

年专门从事英国住宅的过户事宜，特别是代表买家购置“新建”房

产。Kelly 还会代表高净值人士买卖现有物业，并且就住宅物业的

各种事务（包括权益转让和转按揭在内）为客户提供咨询意见。 

 

亚洲 
  

Meenal Yadav, 持牌房产买卖过户师 
Meenal是驻扎在中东的一名持牌房产过

户师。她在住宅物业过户方面拥有13年

经验，曾处理过各类土地交易，包括已

注册/未注册、购买新房、出售地块、

共享所有权、退休、购买权、拍卖、权

益转让、公司买入、法定及自愿租赁展

期等。 
 

 

Twiggy Ho, 律师 
Twiggy是一名持牌事务律师，取

得执业牌照之后已经累积了4年实

践经验。近期她从伦敦办公室派

遣到香港办公室。她擅长处理各

类住宅物业交易，并且为国内与

海外多位客户（包括：私人投资

者、企业、国内银行与国际银

行）提供意见。她讲流利英语、

粤语和普通话。 

 
  Shantel Gall, 物业过户专员 

 
Shantel是一名物业过户专员，专
门为海外投资者办理英国住宅物
业收购事宜。Shantel驻于中东，
不仅负责为客户办理物业过户手
续，还会代表整个团队与公司内
外的多个联系人建立业务关系。
她讲流利的英语和阿拉伯语。 

 Phyllis Chan, 物业过户专员 

Phyllis是一名物业过户专员，专门
为海外投资者收购英国住宅物业。
她驻于香港，不仅负责为客户办理
物业过户手续，还会代表整个团队
与公司内外的多个联系人建立业务
关系。她讲流利的英语、粤语和普
通话。 

  Dana Marshad, 实习生 
  

Dana现为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的
实习生。她的培训合同为期两年，包括

四个阶段，可以在获得认证之前接触多

个不同工作领域。Dana讲流利的阿拉伯

语和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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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对他[Simon Green]渊博
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谈判技巧
赞不绝口。” 

《2019 钱伯斯全球法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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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竭诚服务

英国及世界各地的客户。 

本律所在英国、亚洲、欧洲及中东设有 11

个办事处，通过当地办事处，以全面的技

能和深厚的专业知识服务客户。 

 
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丰富经验和全面技能，

覆盖各类商业和个人需求。这让我们得以开

阔视野，深入洞察，以高瞻远瞩的长远商业

眼光经营业务。我们通过贯彻这一方法，推

动客户事业发展，在客户迈向未来之路上助

一臂之力。正因如此，我们在迅速发展的家

族业务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备受全球顶级

私人财富创造者、所有者及其家族的青睐。

我们细致周到、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为行业

带来一阵新风，成为大型公司及机构除传统

商业律所之外的又一选择。 

 
 
 
 
 
联系人 
Simon Green,  
合伙人 

simon.green@crsblaw.com 

charlesrussellspeechlys.com 
伦敦 | 切尔滕纳姆 | 吉尔福德 | 多哈 | 迪拜 | 日内瓦 | 香港 | 卢森堡 | 麦纳麦 | 巴黎 | 苏黎世 

 
本资料由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 编制，供一般指导之用，不构成有关任何具体事宜的建议。我方建议您在采取行动前征求专业意见。对因本资料采取或未采取的任何行动，我方概不承担责任。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 是一家在英格兰

及威尔士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注册编号 OC311850，经律师监管局授权并受其监管。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 多哈分所经卡塔尔金融中心管理局批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所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登记注册，注册编号 CL2511，且受迪
拜政府法律事务部监管。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 香港分所在香港律师会注册为外地律师行。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在法国、卢森堡及瑞士通过当地监管并管理的合伙企业或企业实体提供法律服务。凡提及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

合伙人，均指 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 LLP 成员或具备同等身份及资格的员工。成员和非成员合伙人名册可前往注册办事处查阅，办事处地址为 5 Fleet Place, London（伦敦），邮编 EC4M 7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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