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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W FISHER 

 

HW Fisher 是一家具备商业智慧，精通公司业务的特许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和

公司所处的竞争环境，并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深入的了解。 

• HW Fisher 是一家英国排名前 25 的中型特许会计师事务所 

• 我们为大型公司、高净值人士和中小公司提供咨询 

• 我们的客户活跃在工商业的各个领域 

• 坐落在英国伦敦中心的办事处拥有 29 名合伙人，约 320 名员工 

• 我们是独立会计与咨询事务所国际联盟 LEA Global 的主要成员，这使我们能够满足您的国内

外需求 

• 我们有专门的海外业主客户团队，帮助客户履行英国的报税义务 

我们的声誉以质量和一致性为基础，并以迅速、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高级咨询服务。我们成

功的关键是我们的亲和力，我们与客户的坦诚沟通，以及我们的个人、专业性及由合伙人主导的服务。 

我们专注于为亚洲客户提供移居和投资英国的咨询服务。目前我们已为该地区 1200 多名客户提供

帮助。作为英国领先的会计事务所，我们的多语种专家团队能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作为一家会计事务所，我们重视密切、双向联系和长期的发展关系。我们鼓励客户在有需要时随

时与我们联系，讨论任何相关事宜，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有用的建议。我们与客户保持定期联系，从而

了解任何重大或专业问题，并随时掌握您的动态。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英文: https://www.hwfisher.co.uk/ 

中文: https://www.hwfisher.co.uk/ukinvestments-mandarin/ 

微信: 菲莎 HW Fisher       

        

https://www.hwfisher.co.uk/
https://www.hwfisher.co.uk/ukinvestments-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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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的团队 

 

 

Jamie Morrison                                                                                   

Jamie 是 HW Fisher 领导团队的成员，同时作为私人客户总监负责全公司税务服务。他为英国及

海外高净值人士，企业家和家族办公室提供咨询服务。 

他为面临税务居民问题，资产交易问题的英国本土和海外客户们提供咨询服务，并帮助他们进行

资产重组和税务规划。 

Jamie 每年投入大量时间在亚洲，专门为寻求英国投资的客户服务，包括为他们提供房地产商业

结构及商业收购等建议。 他也定期就海外投资者投资英国房地产和企业的税收问题发表讲演。 

T +44(0)20 7874 7983    

E jmorrison@hwfisher.co.uk 

 

 

Jie Su 

Jie 是私人客户部税务主管，来自中国，于 2011 年在英国定居。她于 2014 年开始为客户提供与

其商业账务及税务相关的服务。 

Jie 的客户组合来自于不同行业其中包括作家及零售业。Jie 是中国客户的主要联系人，为海外投资

业主提供物业结构和税务规划服务。 

Jie 是 ACCA 注册会计师成员，目前正在攻读 CTA 特许税务顾问师资格。 

T +44(0)20 7380 2945   

E jsu@hwfisher.co.uk 

 

 

 

mailto:jmorrison@hwfisher.co.uk
file:///C:/Users/jsu/AppData/Local/NRPortbl/Internal/JSU/jsu@hwfishe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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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atson 

Richard Watson 于 1985 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唯学院，获得音乐学士学位。他后来接受特

许会计师培训，1988 年获得执业资格，1989 年加入 HW Fisher。 

Richard 管理两个部门，主要处理许多非英国居民业主客户的事宜，并管理本所的外部薪资部门。  

Richard 从 1995 年开始担任这两个角色，在这两个领域拥有多年经验。除负责这两个部门外，  

Richard 还负责多个其他客户，包括一系列家族信托。 

T +44(0)20 3827 4003 

E rwatson@hwfisher.co.uk 

 

Trusha 拥有会计和金融学士学位（荣誉）学位，并进一步学习以获得她的 ACCA 和 CTA 资格。

在 2019 年加入 HW Fisher 的海外房东团队之前，Trusha 曾在各种规模的公司（四大、中小型事务

所）工作，在会计和税务方面获得了全面的经验。 

Trusha 协助 Richard Watson 管理海外房东部门，为他们的客户提供高效及时的服务。 

T +44(0)20 3827 4002 

E tshah@hwfisher.co.uk 

 
 

 

Trusha Shah 
 

mailto:rwatson@hwfisher.co.uk
mailto:E_tshah@hwfisher.co.uk
mailto:tshah@hwfishe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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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最初是从中国搬到英国，在获得特许会计师资格并成为 ACCA 会员之前，获得了英国市场营

销商业学士学位。她在医疗、零售、餐饮、咨询和投资等多个领域拥有会计经验。她是一名全能的会

计，在工资单、增值税申报、个人纳税申报、公司纳税申报和管理账户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此外，她为英国居民和非英国居民处理个人和公司的英国财产账户已有 10 多年。 

T +44(0)20 3827 3996 
E Igui@hwfisher.co.uk 

 

 

 

  

Lisa Gui 

mailto:E_Igui@hwfisher.co.uk
mailto:tshah@hwfisher.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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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税务指南 

 

印花土地税率 

 

印花税当前税率： 

 

购买价格区间

（英镑） 
首套物业 

+3% 非首套及公

司购买 
+2%海外居民 

+3% 非首套及

+2%海外居民 

 

125,000 以下 0% 3% 2% 5%  

125,000 -

250,000 
2% 5% 4% 7%  

250,000 – 

925,000 
5% 8% 7% 10%  

925,000 - 

1,500,000 
10% 13% 12% 15%  

1,500,000 以上 12% 15% 14% 17%  

*仅适用于 40,000 英镑以上的购买。不超过 40,000 英镑的购买无需缴纳印花土地税，即使住宅物业并非主要住宅或拥有的唯一

住宅物业。 

 

例如： 350,000 英镑的购房出租物业应缴纳的附加印花税土地税，与首次购买相同价格的物业应

缴税款的差额为 10,500 英镑，与新增 2%附加税税款差额为 17,500 英镑，具体计算如下： 

 

购买价格 

（英镑） 
首套物业 

 

£ 

 

+3% 非首

套及 

公司购买 

 

£ 

 

2%海外 

居民 

 

£ 

 

+3% 非首

套 

+2%海外

居民 

 

£ 

 

首笔125,000 0% 0 3% 3,750 2% 2,500 5% 6,250 

随后125,000 2% 2,500 5% 6,250 4% 5,000 7% 8,750 

最后100,000 5% 5,000 8% 8,000 7% 7,000 10% 10,000 

合计  7,500  18,000  14,5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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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政府对购买额外住宅物业（高于 40,000 英镑）征收 3%的印花附加税，例如出租（投资）物

业或第二住所，即在目前印花税税率上另增 3%。此税率不适用于购买旅行拖车、活动住房或船屋。 

 

3%的上调适用于印花税的所有税段。 

 

除非个人购买者在英国购得的住宅物业是其自身（或其配偶）拥有的全球唯一住宅物业并为其主

要住宅，否则均适用 3%的上调。如果购买者将购得的新物业作为其主要住所，并在购买新物业后三年

内出售其主要住宅，则可申请退还以缴纳的附加印花税。 

 

3%附加税也适用于公司购买的住宅物业，且公司也可能因某些购买须缴纳 15%的统一印花税（见

下文）。 

 

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对在英国和爱尔兰购买住宅物业的非英国居民征收 2%额外的印花税。此

变更影响非英国居民个人，信托和公司。如合同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之前签订但在 2021 年 4 月 1 日

之后履行或基本履行（除非合同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之后转让或有实质性变更），则适用过渡性规则。 

 

变更或转让指对潜在的购买者、或购买金额或合同条款的事项的任何变更，包括在合同上增加亲

属或配偶，或在合同是转换您拥有的公司为购买者。某些变更，例如完成交易日期的调整，则没有实

际影响，不等同于变更。 

 

衡量个人是否属于英国或非英国居民条件，要根据印花税法案中的具体规则，而非根据英国的法

定居留测试来衡量。 

 

根据具体规定， 个人在购买房产前的 12 个月内在英国停留少于 183 天， 则属于非英国居民。 

 

如果个人在购买后 12 个月之内满足英国居民条件，可在物业交易完成后 2 年内申请退还 2%印花

附加税。 

 

根据规定，如果该个人在任何连续 365 天内在英国居住至少 183 天时即属于英国居民，即： 

 

• 合同完成日期前 364 天； 和 

• 合同完成日期后 365 天 

 

对已婚夫妇和共同居住的民事伴侣，只要其中一人符合上述英国居民规定， 就会被视为英国居民。 

 

关于公司购买者，根据 正常的公司税务居民规定来衡量公司购买者的居住地。非英国居民条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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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税法， 公司在合同完成日期前为非英国居民， 例如它非英国注册也非在英国被管理和控

制， 或 

• 该公司是英国公司， 由 5 名或更少的参与者控制， 这些参与者不单独满足上述个人的英国居民测

试。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通过英国公司购买并不能完全避免 2%的海外附加税。 

 

虽然这可能会增加投资者前期资金成本，但此印花税可在计算出售物业时的资本利得中扣除。 

 

印花税报表及支付须在交易完成后 14 天内缴纳。 

 

公司和其他‘非自然人’名义购买的住宅物业 

 

立法的目的是防止通过以公司或类似‘包装’购买住宅物业来避开印花土地税。 

 

当以公司名义或合伙形式（当一方合伙人为公司），或集体投资计划名义购买价值超过 500,000 英镑的

住宅物业时，而且此住宅给家庭成员使用则将需缴纳 15%的惩罚性印花税税率。 

 

所购买的其他混合性质物业、多住宅减免（见下文）或购买六套以上住宅的单一合同视为非住宅物业。 

加强的印花税规则是年度住宅物业税规定的一部分，并将只适用于以公司（或家庭成员）名义购买的价值超

过 500,000 英镑的自用住宅物业。 

 

如下文年度住宅物业税部分所述，年度住宅物业税减免，也适用于统一的 15%印花土地税税率，并且

必须在购买者提交的印花税申报中申请。 

 

如果在购买之日起三年内不再符合上述条例，将征收 15%的印花税。 

 

如已享用年度住宅物业税减免，印花税则用正常的递增基准来计算应缴税款，而非 15%的统一税率。 

 

多住宅减免 

 

为获得此项减免，住宅物业必须同时从同一卖方处购买。此项减免也适用于购买多个公寓租约以

及若干公寓的永久业权或首次租赁权益，前提是出租人权益在授予时的初始期限不超过 21 年。 

 

此项减免是通过计算出住宅单位市价的平均价格，并根据此平均价格按相应印花税率缴纳印花税

（最低征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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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物业在享用多住宅减免的 3 年期间内出售，则需要重新计算其余物业的印花税，并须补

缴多余的印花税。 

 

此项减免不适用于年度住宅物业税规则适用的范围。 

 

在单次交易中购买 6 套以上住宅 

 

在单次交易中转让六套以上住宅时，就印花税而言，将其统一视为非住宅性物业，将缴纳较低的非住

宅税率。 

 

非住宅税率如下： 

 

2%海外居民附加税不适用于非住宅税率。 

 

年度住宅物业税 

 

凡非自然人（即公司，非信托）全部拥有或部分拥有的英国住宅物业（凡价值超过 50 万英镑）需

缴纳年度住宅物业税。 

 

公司要对所拥有住宅物业进行五年一次的估值. 下一次的估值是 2022 年 4 月 1 日. 所有在 2017 年

4 月 1 日前购买的住宅物业需要用 2022 年 4 月 1 日的估值申报，并将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之前提交

年度住宅物业税申报。对于 2022 年 4 月 1 日之后购买的物业，估价基于购买日期。 

 

公司须通过提交年度住宅物业税表，自行评估应缴税款。 

 

首先，非自然人拥有的所有住宅物业均受到年度住宅物业税规定的制约。但是，当物业符合以下

情况，通过提及物业用途，可以免征税款： 

1. 在商业基础上租给第三方，且在任何时候未被与业主有关联的任何人占用； 

2. 每年向公众开放至少 28 天； 

购买价格区间 （英镑） 印花税率 

150,000以下 0% 

150,000 – 250,000 2% 

250,000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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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业开发商为转售而开发； 

4. 物业交易商作为未来转售的库存房产； 

5. 金融机构由于借贷业务而收回的房产； 

6. 被贸易公司用于为某些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住宿； 

7. 农场工人或前资深员工占用的农舍； 

8. 由注册的社会住房提供者拥有。 

 

除向公众开放的减免外，如果物业被关联方（如家庭成员）占用，即使为使用或占用支付市值租

金，也须缴纳年度住宅物业税。 

 

请注意，申请减免需提交年度住宅物业税申报表，因为其不会自动申报免减。 

 

提交年度住宅物业税申报单及缴纳税款的截止日期为每年 4 月 30 日。申报和缴款应提前进行。延

迟提交和违规行为将受到处罚。 

 

如果您在年内购买须缴纳年度住宅物业税的物业，您须在购得物业后 30 天内提交申报并缴纳税款

（或申请减免）。 

 

新建物业的申报期限会延长 90 天，则须在首次占用之日或物业登记市政税之日（以较早者为准）

的 90 天内申报。 

 

每年的应缴税款如下： 

物业权益于相关日期的应课税价值（英镑） 年度应缴税款 （英镑）

（2022/23） 

50- 100万 3,800 

100万 - 200万 7,700 

200万 - 500万 26,050 

500万 – 1,000万 60,900 

1,000万 - 2,000万 122,250 

2,000万以上 24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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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利润的税收 

征收范围 

 

个人所得税针对个人和受托人的英国投资租金利润上征收，不论其住所和居户籍状况如何。英国

公司(本土和非本土)须就其租金利润缴纳英国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在租金中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净利润上征收（见后文）。 

 

另外，无论双边征税条款的规定如何， 或是否在英国设有常设机构，凡参与交易或开发英国土地

的非英国居民个人及公司都须就租金利润缴纳个人所得税。英国本土和非本土公司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个人免税额 

 

对于个人来说，无论是否是英国居民，凡属于英国公民的个人均享有个人免税额。 

 

从 2022 年 4 月起，2022/23 年度个人免税额为 12,570 英镑。此免税额度一直保持至 2026 年 4

月。 

 

此外，以下的个人也有权享有英国的个人免税额（非详尽清单）： 

• 欧洲经济区国民 

• 泰国和马来西亚居民和国民 

以下国家的居民和国民只在拥有完全的英国（或其他欧洲经济区）公民身份的情况下享有英国个

人免税额： 

• 中国 

• 香港 

• 新加坡 

• 迪拜（以及其他阿联酋公民） 

• 沙特阿拉伯 

• 美 国

当个人收入超过 100,000 英镑时, 个人免税额将按比例减少，超过 100,000 英镑的每 2 英镑将使

个人免税额减少 1 英镑，因此当租金利润超过 125,140 英镑时，个人免税额则为零。 

 

信托和公司没有个人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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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 

2022/23 年度租金利润税率如下（英镑）： 

 

个人 

基本税率 0– 37,700 20% 

更高税率 37,701– 150,000 40% 

额外税率 超过150,000 45% 

信托 
如果英国住宅物业由信托直接拥有,1,000英镑的收入则按20%的基本税率征

税，其余收入按45%的统一税率征税。 

公司 

所有英国公司须缴纳 19%的企业所得税。 

利润超过 25 万英镑的企业，需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利润在 5 万至 25 万

英镑之间的企业的税率在 19%-25%之间。 英国同时推出了反避税条款来防止利用

多家公司形式拥有房产去符合小公司税率， 如果多家公司属于以共同形式拥有，

反避税条款会将所有公司的利润整合一起评估。  

 

纳税申报 

 

个人 

 

个人目前通过自我评估的方式上缴纳税单来申报其租金利润，该纳税单在英国纳税年度结束后于 1

月 31 日之前提交给英国税务局。英国纳税年度为 4 月 6 日至下一年的 4 月 5 日。 

 

相应的所得税也应于纳税申报日之前（1 月 31 日）缴纳。 

 

此外，这些纳税人通常需提前缴纳下一年度税款。税款分两期缴纳，第一期在相关纳税年度 1 月

31 日之前缴纳，第二期在相关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7 月 31 日之前缴纳。每一期税款等于上一年度纳税

额的 50%。 

 

公司  

 

公司须在公司纳税申报单中报告其净利润，该申报单应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12 个月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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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通常在会计年度结束 9 个月零 1 天后缴纳，但对于大型公司（利润在 150 万至 2000

万英镑），一般则须在公司会计年度开始 6 个月后分四期缴纳， 而对于特大型公司（利润超过 2000

万英镑），则须在公司会计年度开始 2 个月后分四期缴纳。 

 

非英国居民公司的第一年财务报表是从公司成立开始截止至 2023 年 4 月 5 日（或截止至其公司的

会计年度）。如果公司的会计年度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年的财务报表时间则为从公司成立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纳税申报表须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应收税款通常须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之前缴纳。 

 

除了提交公司纳税申报表外， 公司还须需按英国税务局指定格式提交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 

 

利润计算 

 

在计算净利润时，可从总租金中抵扣的费用包括： 

1. 维修费用（首次出租之前产生的物业维修费用可抵扣）； 

2. 代理人经营物业的费用： 

3. 服务费和其他共有部分的支出； 

4. 保险费； 

5. 短租续签或租赁协议的律师费； 

6. 编制帐目和税务计算的会计费； 

7. 自 2016 年 4 月起，关于可抵扣的费用则建立在‘更新’基准上。家具的首次安装将不能被抵

扣，但更换费用则可被抵扣。这包括固定装置，如浴室、面盆和厨房橱柜等。 

8. 上述各项的费用所含的增值税。 

 

对个人及受托人，融资成本利息或贷款产生的费用的税收减免仅限于这些费用总额的 20%，且将

从缴税额中扣除。任何多余未被减免的费用则将转到下一纳税年度。 

 

实际上，这些限制并不影响基本税率（20%）的纳税人。也就是说如其在扣除利息之前的租金利

润在 20%的税率区间内（即如上所述低于 37,700 英镑的利润）则不受影响。此限制也不影响公司，其

支付的利息将获得全部税额减免。 

 

为了说明其将如何影响更高税率（40%）纳税人的应缴税额，请参考以下示例： 

 

以下假设一位不享有英国个人免税额的个人，每年有 45,000 英镑的租金收入,5,000 英镑的费用和

30,000 英镑的贷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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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3年度（英镑） 

租金 45,000 

费用 （5,000） 

利息 0 

利润 40,000 

税款（税率20%） 7,540 

税款（税率40%） 920 

合计 8,460 

减免（30,000英镑x20%） （6,000） 

应缴税款 2,460 

 

由此可见，在 2022/23 年度，经济利润仍然是 10,000 英镑，但 30,000 英镑在计算应税利润时不

能扣除, 反而在应缴税款计算中给与 20％的税额减免。 

 

资本利得税 

 

所有个人和受托人在处置英国住宅物业权益时，都需要在完成出售后 60 天内通知英国税务局并提

交非居民资本利得税申报表，并须在同样的时限内缴纳资本利得税。英国住宅物业权益包括转让期房

住宅合同。 

 

每位纳税人均享有资本利得年度减免额。这不同于个人免税额，不取决于个人的国籍或居住地。

2022/23 年的年度减免额是 12,300 英镑, 此免税额度一直保持至 2026 年 4 月。 

 

受托人也可享有 50%的年度减免额， 为 6,150 英镑。 

 

处置是指将住宅物业出售给第三方或赠与给家庭成员，配偶之间的赠与则免除缴纳资本利得税。 

 

英国住宅物业的资本利得计算方法是处置收益减去物业成本价格及处置中所产生的任何附带成本

（例如地产中介／律师费，印花税，物业改良资本支出、房产权转换、改建等）。 

 

但是，针对非英国居民直接拥有（指个人名下拥有）或间接拥有（见下方）的英国住宅物业权益

则有特殊计算方法。 

 

针对非英国居民以个人名义持有的物业权益，资本利得的计算方法是在处置收益与此物业在 2015

年 4 月 5 日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上缴纳资本利得税。非英国居民个人也可以申请用时间分配的方法

计算，是指用处置收益扣除物业成本的方式计算出资本利得，而 2015 年 4 月之前的资本利得免征税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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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非英国居民以间接方式持有英国住宅物业权益，物业价格将采用 2019 年 4 月 5 日的市场价格。间

接方式持有是指当非英国居民个人以持股（例如公司股份或集体投资工具中的单位）的形式取得的收

益，满足条件大致包括： 

• 非英国居民（连同关联方）拥有 25%的权益（或在过去两年内拥有）；及 

• 至少 75%的总资产是由英国不动产（即不仅仅是住宅物业）组成 

该措施受英国双边征税协议与非英国居民所在国家的具体规定的约束。 

 

税率 

 

个人 

 

对于非英国居民个人而言，当总收入（包括租金利润及资本利得）低于 37,700 英镑时（英国基本

税率段）需按 18%资本利得税率缴纳，高过基本税段的收益则按 28%税率缴纳。 

 

如果该物业在英国仅作为主要住宅使用，处置该物业（包括最多半公顷或合理使用住所所需的更

大面积土地）所获得的收益可完全申请私人住宅减免, 因此免除资本利得税。当只有部分用于私人住宅

时，一般而言，可申请的私人住宅减免将按比例减少。 

 

非英国居民个人也可以申请私人住宅减免，前提是其业主在该纳税年度内至少在物业居住 90 晚。

在其拥有的其他英国物业居住的时间可累积计算。 

 

当业主在英国拥有一所以上物业时，获得此项免减需向英国税务局提交正式的申请，申明其中一

所物业是为私人主要住宅，以便日后可获得那所物业的私人住宅减免。值得一提的是，非英国居民可

通过提交非居民资本利得税申报表时来提交申请。  

 

公司 

 

英国公司及非英国居民公司需缴纳 19%的企业所得税。从 2023 年 4 月起， 利润超过 25 万英镑

的企业，需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利润在 5 万至 25 万英镑之间的企业的税率为 19%-25%之间。 

 

公司不能申请私人住宅减免，即便是当该物业是由董事或股东使用时。 

 

信托 

 

信托的统一税率为 28%，可享有 50%的年度免税额（2022/23 年度为 6,150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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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申报 

 

个人 

 

任何非英国居民个人在处置英国住宅物业权益时，无论是否产生资本利得都需要在完成出售后 60

天内通知英国税务局并提交非居民资本利得税申报表，并须在同样的时限内缴纳资本利得税。如果物

业在共同名下拥有，每个业主则须分别提交报表。 

 

公司 

 

对于公司而言，无须 60 天的申报要求，而是在公司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12 月内提交公司纳税申

报单来申报资本利得。企业所得税通常是在公司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9 个月零 1 天缴纳。 

 

遗产税  

 

在英国，遗产继承人需缴纳遗产税。遗产税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遗产上和被继承人死亡日算起的

七年内所赠与的资产上征收。个人和信托所需缴纳的遗产继承税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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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非英国原籍个人在位于英国的资产缴纳遗产税，包括直接与间接拥有的英国住宅物业。 

 

间接拥有的英国住宅物业权益包括: 

• 海外公司的股份（在公司拥有英国住宅物业的情况下），除非该公司符合 GDO 要求（由 5 人以上

广泛控制）。 

• 拥有英国住宅物业的合伙公司的股份。 

• 为购买英国住宅物业提供资金的非银行贷款或为此类贷款提供的抵押品。 

此外，此项立法还延长了遗产税的征收期限，在出售公司股份或拥有英国住宅物业的合伙公司中的权

益后，延长两年。获得的任何此类报酬，即使在海外进行再投资，仍在遗产税的征收范围内。这既不

适用于个人销售物业的情况，也不适用于公司或合伙公司出售英国住宅物业并随后将出售收益转回海

外的情况。 

除个人直接拥有英国住宅物业权益的情况下的现有应税外，还有如下变更： 

• 个人于死亡之日拥有英国住宅物业权益（定义见上文）。 

• 个人于死亡前 7 年内曾将英国住宅物业权益赠与他人。 

• 将英国住宅物业权益转让给信托 

 

该项变化不适于住宅物业包括疗养院或养老院，任何拥有 15 间卧室或以上、专为学生宿舍而建并

由学生居住的建筑，以及监狱和军队宿舍。 

 

英国公司的股份包括英国所有的资产，此类股份应占的全部价值构成死者遗产的一部分，而不是

只是英国住宅物业应占的部分价值。 

 

目前遗产税在遗产总价值上减去 325,000 英镑（被称为‘零税率区间’或‘Nil Rate Band’) 的

资产上按 40%税率征收。 

 

配偶之间的赠与通常免征遗产税，因此夫妻一方死亡后将所有资产留给尚存配偶时不会被征收遗

产税。另外，个人零税率区间的未使用部分可以在配偶死亡时转移并使用。它不能转移至其他家庭成

员或未婚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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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死者为英国户籍，转让给非英国户籍的配偶，可能存在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其配偶自己

的零税率区间之外，配偶减免额仅限于 325,000 英镑。为享有无限制的配偶减免，非英国户籍的配偶

可根据遗产税规则选择被视为‘英国户籍’的配偶。 

 

改进后的零税率区间政策适用于当死者遗产之一是主要住宅时，由于海外投资者的英国住宅物业

不大可能符合被视为主要住宅的条件，所以一般不太受益。 

 

在计算应缴纳的遗产税时考虑的资产价值是物业本金，即死亡之日的市场价值减去任何未偿付的

贷款。为使该笔贷款获得遗产税减免，条件是物业最初需要以贷款形式购买或之后以贷款形式用来改

善物业或购买其它英国房产。 

 

由现金购买的物业，之后又贷款投资其它非英国住宅房产资产，计算遗产税时此贷款则不能从本

金内抵减。 

 

为遗产税债务进行规划的方法之一是购买低成本的人寿保险或将物业权益赠与潜在受益人。但是，

为了使此类赠与在日后不被纳入遗产税的征收范围，捐赠人必须从赠与日期算起在世 7 年，且不从赠

与资产中受益。 

 

信托拥有的住宅物业 

 

关于英国住宅物业权益的遗产税立法也将影响通过非英国的业务结构建立信托来购买英国住宅物

业的个人。根据法案，除直接拥有的英国住宅物业权益外，信托将需就基于上述修订后的英国住宅物

业权益缴纳遗产税，其中包括： 

• 海外公司的股份（在公司拥有英国住宅物业的情况下），除非该公司符合 GDO 要求。 

• 拥有英国住宅物业的合伙公司的股份 

• 向公司或个人提供的用于购买英国住宅物业的贷款。 

• 英国住宅物业权益出售后征收期限延长 2 年 

 

征收数额基于相关英国住宅物业的受托人所拥有英国住宅物业权益的市值。 

 

对于个人而言，英国公司的股份是位于英国资产。因此，这些股份全部价值构成信托应缴纳遗产

税的部分资产，而不只是英国住宅物业应占的部分价值。 

 

在以下情况下通常会征收遗产继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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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设立 10 周年之日 

• 将资产从信托转给受益人 

 

2017 年 4 月之前设立的信托也将受这些新规定的约束。 

 

此外，根据立法，原始委托人拥有 2017 年 4 月之前设立的信托中的权益，还可能有更多的遗产税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自身遗产的资产价值将面临遗产税，并且如上所述，还将面临与信托相

关的遗产税征收， 所以会有潜在的双重遗产税问题。 

 

海外实体登记制度 

 

       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2022 年 3 月 15 日《海外实体登记制度》法案启动， 是英国政府

《经济犯罪（透明度与执法）法案》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财产所有权的透明度。   

 

        新规定将适用于所有在英国投资土地和财产的海外实体，其中包括： 

• 海外公司或合伙企业或其他类似的法定实体 

• 作为海外实体公司的”受益所有人” 

         

         实体的‘受益所有人’是指： 

1. 持有该实体超过 25% 的股份或投票权;  

2. 有权任命或罢免该实体的大多数董事; 或 

3. 有权行使或实际行使对该实体的重大决策或控制。 

 

        海外实体需要向英国公司注册处如实申报自己的身份。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协助。 

 

        实体需要每年向英国公司注册处提交申报。 

 

        那些已经拥有英国房产的人可将在该法案启动之日（2022 年 3 月 15 日）起六个月内申请注册

或出售他们的房产。 

 

        此法案也将将追溯回 20 年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购买的土地或房产，或自 2014 年 12 月起在苏格

兰的土地或财产，此规则立即生效。 

 

注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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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实体需要以下信息： 

a) 名字 

b) 公司成立的国家 

c) 注册办事处 

d) 服务地址 

e) 电邮地址 

f) 实体的法定形式及其管辖的法律 

g) 登记在其中的任何公共登记册，以及（如适用的话）在该登记册中的登记号 

 

       同时，受益所有人所需提交的资料如下: 

a) 名字，生日和国籍 

b) 住址 

c) 服务地址 

d) 成为实益拥有人的日期 

e) 实益拥有人的定义符合哪些定义，以及为何符合该条件的陈述符合 

f) 该个人是否因身为受托人而符合该条件 

g) 该个人是否指定人员（在 2018 年制裁和反洗钱法第 9（2）条的含义内），该信息是公开

的 

 

       任何海外实体在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新登记册全面实施之日期间出售房产，必须提交其详细信

息以进行登记，并提交公司纳税申报单申报资本利得，缴纳资本利得税。 

 

        违反新规定的注册义务将构成该实体的刑事犯罪，更重要的是，该实体的每位官员都构成刑事

犯罪。每天可处以最高 2500 英镑的罚款，包括对不遵守规定的最高 5 年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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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的服务 
 

服务概述 

 

我们为海外业主提供的服务旨在以最高的效率和最少的限制来处理您的税务事宜。在我们获得本

指南后面提到的信息后，我们将： 

• 登记您的相关税项 

• 从经营代理人获取租赁报表，计算赋税，考虑所有合理成本和开支 

• 告知您已支付或将支付的税款，并在适当情况下告知是否可收回任何预扣税款 

• 在可行的情况下安排申请个人免税额 

• 代替您与英国税务局取得所有联系，审核与英国税务局信函 

• 针对估算或不正确的税务评估提出申诉 

• 酌情申请延期缴纳税款 

• 编制物业租赁年度账目和纳税申报表，并提交。 

我们还为高净值人士提供家族办公室服务，通过深度， 整体分析的方法来满足客户在英国投资各

方面的要求。 

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向您通报英国税法的任何相关变更以提供更有效的税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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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用 

 

个人及受托人服务年费： 

• 编制物业租赁帐目（1 处物业）       580 英镑 

• 编制纳税申报单         210 英镑 

海外公司服务年费： 

 

• 编制公司账目包括资产负债表（1 处物业）      750 英镑 

• 编制公司纳税申报单        250 英镑

   

每增加一处物业需额外支付 500 英镑的费用。 

 

月度或季度簿记服务                                                                                                 定制                                                                                                      

 

大型海外投资公司或多元投资者收费架构可能不同。但无论如何，基本费用将会与您提前商讨和

约定。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指示您的物业中介从收取的租金收入中支付我们的费用。 

 

如果英国税务局在审查您的物业投资时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我们会首先向您报告，并告知您所需

的任何额外专业服务的费用。同样，如果您需要额外的咨询服务，可能与投资的所有权或融资有关信

息我们可能收取额外费用。 

 

对于非英国业主的费用将不会收取增值税。所报费用不包括垫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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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 物业资料表 

• 经营代理人授权书 

• 英国税务局- 代理人授权（64-8）表格 

 

In the following pages, the translated version appears behind each schedule. 

 

Please make sure you have completed the English version so that we can make related 

contacts in the UK on your behalf. 

 

在接下来的页面中，翻译版本出现在每个表格的后面。 

请您确保您完成英文版本，以便我们代表您在英国进行相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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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INFORMATION SHEET 

 

1. Personal details for you 

Full name of purchaser  

Overseas postal address of purchaser  

Email address  

Home telephone number  

Mobile telephone number  

Nationality  

Job title or type of business if self-employed  

Level of earnings  

Is the property owned by an offshore 

company? 
 

Introduced to HW Fisher by  

2. Property details 

Date of completion of purchase  

Property address  

Basic purchase price  

Source of funds used to purchase property 

(i.e., from earnings or if from savings, the 

origin of those funds) 

Please specify your company, position and 

annual salary if applicable 

 

3. Loan 

Amount borrowed  

Name and address of lender  

Telephone/email address  

Contact  

4. Managing Agent 

Name and address of agent  

Telephone/email address  

Contact  

5. Lawyers 

Name and address of lawyers  

Telephone/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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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资料单 

 

 

1. 您的个人详情 

购买者姓名  

购买者的海外邮寄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家庭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国籍  

职务或业务类型（如果是自雇者）  

收入水平  

该物业是否为离岸公司拥有？  

HW Fisher 的介绍人  

2. 物业详情 

购买完成成交日期  

物业地址  

基本购买价格  

用于购买物业的资金来源（例如来自收入，或者如果 来自

积蓄的话，请说明这些资金的初始来源，或 请提供工作单

位， 职位及年薪） 

 

3. 物业详情 

贷款金额  

贷方名称和地址  

电话／电子邮件地址  

联系方式  

4. 经营代理人 

代理人名称和地址  

电话／电子邮件地址  

联系方式  

5. 律师 

律师名称和地址  

电话／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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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AGENT’S AUTHORITY 

To: .........................................................................................................................  (agent’s name)  

 

Email address: ……………………………………………………………………………………………………………………………. 

 

Address: …………………………............................……………………………..…………………..….  

….…………………………………………….............................................................................  

….……………………………………………........................................................................... ..  

….…………………………………………….............................................................................  

 

Date: ………………………………………...  

 

Concerning: ............................................................................................................................  

............................................................................................................................ .................... (address of Let Property)  

 

I/we have appointed HW Fisher LLP to act as my/our accountants and tax advise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etting of the above property. Please release to HW Fisher LLP (for the 

attention of Mr Richard Watson) copies of all quarterly statements produced and for all other 

documents they require concerning this property.  

 

Yours sincerely,  

…………………………………................................................ Name  

 

…………………………………................................................ Signature  

(if joint owners all should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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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代理人授权 

 

收件人: ..................................................................................................................... ........... (代理人名称)  

 

电邮: ……………………………………………………………………………………………………… 

 

地址: …………………………............................……………………………..…………………...….  

….……………………………………………........................................................................... ......  

….……………………………………………............................................................................ .....  

….…………………………………………….................................................................................  

 

日期: ………………………………………...  

 

关于: ...................................................................................................................... ..........................................  

.............................................................................................. .................................................. (出租物业地址)  

 

本人／我方已委任 HW Fisher 就出租上述物业担任本人／我方的会计师和税务顾问。请向 HW Fisher 

LLP（收件人为 Richard Watson 先生）提供编制的所有季度报表副本以及其就该物业所需的所有其他

文件副本。 

 

此致,  

…………………………………................................................ 姓名 

 

…………………………………................................................ 签名 

（如为共同所有，则均应签名） 

 

 

 

 

 

 

 

 

 

 

 



64-8 Authorising your agent Page 1 of 3 HMRC 03/22

Authorising your agent

This form was updated in March 2022.

Read the Notes on page 3 before filling in this authority
If you do not have an agent but would like another person to 
communicate with HMRC on your behalf follow the guidance 
at www.gov.uk/appoint-tax-agent 

This form overrides any earlier authority given to HMRC. 

HMRC may contact you in the future to reauthorise your 
agent relationship to comply with the UK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UK GDPR). For more details on what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follow the guidance at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ax-agents-and-
advisers-authorising-your-agent-64-8

To change your agent or withdraw your consent
Follow the guidance at www.gov.uk/guidance/change-or-
remove-your-tax-agents-authorisation

Multiple agents
If you have more than one agent (for example, one acting for 
the PAYE scheme and another for Corporation Tax) fill in one 
of these forms for each agent.

I, (print your name)

of (name of business, company or trust if applicable)

authorise HMRC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to (agent’s business name)

Give your personal details or company registered office here

Address

Postcode

Phone number

I confirm that the nominated agent has agreed to act on my behalf, and 

the authorisation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This authorisation is limited to the matters indicated on this form.

Signature

Date

Give your agent’s details here

Address

Post code

Phone number

Agent code (SA)

Agent code (CT)

Client reference

 Individual Pay As You Earn (PAYE)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PAYE information 
such as your income, tax, national insurance, pension as 
well as your personal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topic/personal-tax/income-tax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Self Assessment   If you tick this box you must give 
your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NINO) and/or your Unique Tax  
reference (UTR)

Partnership  I f you tick this box you must give 
your Unique Tax reference (UTR)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Self Assessment and 
Partnership information such as your income, tax, national 
insurance, pension as well as your personal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selfassessment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Unique Tax reference (UTR) if applicable

  

 If UTR has not been issued yet tick here

   If you’re a Self Assessment taxpayer, we’ll send your  
Statement of Account to you, but if you would like  
us to send it to your agent instead tick here    

 Paying any amount due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rust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personal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for your trust.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trusts-taxes

 Unique Tax Reference (UTR) if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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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T  

Please note if you have signed up for Making Tax Digital 
for VAT, this form cannot be used to authorise an agent to 
manage your Making Tax Digital services.

We’ll continue to send correspondence to you rather than 
to your agent but we can deal with your agent in writing or 
by phone on specific matters. 

If your agent wants to submit VAT returns online on your 
behalf, you’ll need to authorise them through your business 
tax account or ask your agent to begin authorisation 
through their digital services. You may receive a letter 
containing a PIN which you’ll need to pass to your agent to 
complete authoris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topic/business-tax/vat 

 VAT Registration number

       

If not registered  
yet tick her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cheme (CIS)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returns, subcontractors’ 
income and deduc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what-is-the-construction-industry-scheme 

 CIS Reference number

 
 PAYE Reference number

 /
 Agent Government Gateway identifier

(required for online access)

 
 PAYE Agent ID code

 

  Please select below how you would like your agent to receive 
the information, you can tick more than one box.

  I am a contractor in the CIS and authorise the agent  
named above to use the CIS online services to receive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 from HMRC on my  
behalf and I have given my Agent Government  
Gateway ID and PAYE Agent code.

  I am a contractor in the CIS and authorise the agent  
named abov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over the phone  
and in writing from HMRC on my behalf.

 Tax credits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personal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your Tax Credit claim. They 
can act on your behalf but cannot receive payments. 
Correspondence will still be sent to you. For joint tax credit 
claims we need both claimants to sign this authority for 
HMRC to deal with your ag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taxcredits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If you have a joint tax credit claim and the other claimant 
wants HMRC to deal with this agent,  they must give  
their name and sign here

 Joint claimant’s name

 

 Joint claimant’s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Joint claimant’s signature

 

 

 Corporation Tax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company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be able to update the company  
communication and contact details.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topic/business-tax/corporation-tax

 Company Registration number

  
 Company’s Unique Tax reference

 

  Employers’ PAYE  

  Note: Only complete this section if you’re an employer 
operating PAYE.

  Your agent will have access to your employees’ personal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paye

 PAYE Reference number

 /
 Agent Government Gateway identifier

(required for online access)

 
 PAYE Agent ID code

  
   Please select below how you would like your agent to 

receive the information, you can tick more than one box.

  I authorise the agent named above to use PAYE online  
services to receive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 from  
HMRC on my behalf and I have given my Agent  
Government Gateway ID and PAYE Agent ID code.

  I authorise the agent named abov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over the phone and in writing from  
HMRC on my be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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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e use your information
HMRC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privacy and security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his authorisation covers acts under:
• UK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Act (UK GDPR) 
• Data Protection Act (DPA) 2018 
• Commissioner’s for Revenue and Customs Act (CRCA) 2005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ata-protection-act-

dpa-information-hm-revenue-and-customs-hold-about-you
•  IDG40120 – Sharing information outside of HMRC: legal 

obligations: lawful disclosure under section 18 CRCA 
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information-disclosure-
guide/idg40120

This authority allows us to exchange, amend and disclose 
information about you with your agent and to deal with 
them on matters with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HMRC, as 
specified on this form.

HMR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how your agent uses or holds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should contact your agent 
directly if you want more information. 

Who should sign this form
Please note the legal age for an individual to give consent is 
generally 13 years and above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12 
years and above in Scotland.

If the authority is for Who signs the form

You, as an individual You, for your personal tax 
affairs

A company The secretary or other 
responsible officer of the 
company

A partnership The partner responsible for the 
partnership’s tax affairs. It applies 
only to the partnership. Individual 
partners need to sign a separate 
authority for their own tax affairs

A trust One or more of the trustees

Agent Government Gateway identifier
Agents can find their Agent Government Gateway identifier 
by logging on to HMRC online services for agents and 
selecting ‘Authorise client’ from the left hand menu.  
The identifier will appear on the next screen under the title 
‘Agent identifier’.

Other Agent Authorisation options
Temporary basis 
Use form COMP1 to temporarily authorise an agent to act 
on your behalf if you’re having a compliance check carried 
out.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guidance/tax-
adviser-authorisation-for-compliance-checks 

High Income Child Benefit Charge
Use form CH995 to authorise an appointed tax adviser to 
deal with your High Income Child Benefit Charge affairs.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hild-benefit-authorise-
a-tax-adviser-for-high-income-child-benefit-charge-matters-
ch995

Tax credits and Child Benefit
Use form TC689 to authorise someone to act on your 
behalf for Tax Credit and Child Benefit matt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ax-credits-and-child-
benefit-allow-someone-else-to-act-for-you-tc689

Digital Services
You can also authorise your agent to act for you online using 
our digital servi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gov.uk/guidance/client-authorisation-an-overview

Where to send this form
Only send pages 1 and 2 to HMRC, do not send page 3.  
Keep page 3 for your records. 

When you’ve completed pages 1 and 2 of this form please 
send them to:

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nd Employer Office

HM Revenue and Customs

BX9 1AN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to this to help speed the handling 
of your details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If this form:
•  accompanies other correspondence, send it to the 

appropriate HMRC office

•  is solely for Corporation Tax Affairs, send it to the HMRC 
office that deals with the company

• i s for a High Net Worth customer, send it to the appropriate 
High Net Worth Unit 

•  accompanies a VAT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send it to the 
appropriate VAT Registration Unit

•  has been specifically requested by an HMRC office, send it 
back to the office

Notes

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information-disclosure-guide/idg40120
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information-disclosure-guide/idg40120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hild-benefit-authorise-a-tax-adviser-for-high-income-child-benefit-charge-matters-ch995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hild-benefit-authorise-a-tax-adviser-for-high-income-child-benefit-charge-matters-ch995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hild-benefit-authorise-a-tax-adviser-for-high-income-child-benefit-charge-matters-ch995


H W  F I S H E R  L L P  

Business advisers – A medium-sized firm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based in London. 

Related entities and specialist divisions: 

H W  F I S H E R  B U S I N E S S  S O L U TI O N S  L I M I TE D  

Online accounting and back-office services 

H W  F I S H E R  F O R E N S IC  

Litigation support, forensic accounting, licensing and royalty auditing 

F I S H E R  I N FO R M AT I O N  TE C H N O L O GY  SE R V I C E S  H OL D I N GS  L IM I T E D  

Software and Hardware Asset Management, contract and supplier review, licence and audit defence 

C B F  W E AL T H  M AN AGE M E N T  L I M I TE D  

Intelligent wealth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ervices 

HW Fisher LLP is registered to carry out audit work in the UK. Details of our audit registration can be 

viewed at www.auditregister.org.uk under reference C008695908. 

A list of the names of the members of HW Fisher LLP is open to inspection at our offices. 

HW Fisher is a trading name of HW Fisher LLP. 

HW Fisher Business Solutions is a trading name of HW Fisher Business Solutions Limited.  

HW Fisher Forensic is a trading name of a specialist division of HW Fisher LLP. HW Fisher Business Solutions  

Limited, CBF Wealth Management Limited and Fis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are 

related entities of HW Fisher LLP. 

HW Fisher LLP and HW Fisher & Company Limited are not authorised unde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but are regulated by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for a range of investment business activities.  They can provide these investment services only if they 

are an incidental part of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y have been engaged to provide. 

CBF Wealth Management Limited is an Appointed Representative of Close Brothers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authorised and regulated by 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under reference 11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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