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个人在美国投资房地产需考虑的重点税务事项
美国税法是非常复杂的，在美国境内购买地产之前，如果外国投资者做了有效的税收计
划，将会减少其在美国缴纳的所得税和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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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球房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CBRE的统计，2015年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商业地产的投资总
额为86亿美金。在美国拥有房地产的个人会在美国产生纳税义务，取决于投资的形式和
收益的性质，需要缴纳的税种和税率会有很大差异。主要税种包括财产税（property
tax）、所得税（income tax）、遗产税（estate tax）及赠与税（gift tax）。

房产税 是地方税，税率由房地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确定，征税基数是房地产的市值。市
值由地方政府每年做评估。无论房产是自用还是出租，只要拥有房产，产权所有人就有
义务缴纳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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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外国人获得租金收人或销售房产的盈利，需要在美国缴纳所得税。租金收入有
两种纳税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租金收入作为从事美国贸易的营业收入来对待，在将各
种租赁费用包括物业管理费、财产税、贷款利息及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从房租收人中扣除
后， 只对净租金收入缴纳所得税。以这种方式缴税的税率是和美国个人的税率是一样
的，适用10%到39.6%的累进税率。另一种方法是将此房地产视为被动的投资，租金收入
的总额缴纳30%的固定税率。以这种方式缴税，各种租赁费用包括贷款利息、物业管理、
财产税及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不能在税前扣除。
房产销售后的盈利在美国也要缴纳所得税。持有一年以上的房产产生的盈利是长期资本
收益（long term capital gain）,所得税税率是15%或20%。在上面介绍的第一种纳税方
式下，当投资人出售房产时，固定资产折旧的累计费用要从房产的原始成本中扣除，因
而会增加房产销售时的盈利。在第二种纳税方式下，税前没有能够扣除的相关物业装修
费等，可以作为房产的成本，从销售价格中扣除来计算净盈利。哪一种方式下缴纳的所
得税较少取决于很多因素，需要根据预估收益做计算比较。在租金收入比较高，房产未
来增值又比较大的情况下是值得请专业税务师做一下分析比较。
外国人出售房产还有15%的预提所得税。根据《外国人投资房地产税收法案》的要求，如
果卖方是外国人，买方有义务预扣房产总销售价格的15%作为预扣税金。这笔预扣税金通
常会超过就净收益应缴纳的资本收益税。如果预提所得税税额超过根据净盈利应缴纳的
所得税，超额部分，外国人必须通过提交所得税申报表才能拿回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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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美国居民的外籍人士过世后其所拥有的所有在美国的房地产需要在美国缴纳遗产税。
遗产税的联邦税税率是40%。取决于房地产位于哪个州，还要缴纳州遗产税。美国公民和
永久居民的遗产税免税额是五百万美金。但是，非美国居民的外籍人士只有六万美金的
免税额。
1

如果一个非居民的外籍人士将美国房地产当成一个礼品赠与给第三方，他会有赠与税纳税的责任。根据礼物的价值， 赠
与税的税率和免税额与遗产税基本相同。
外国人应该尽量避免直接拥有或通过美国公司间接拥有在美国境内的房地产。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该外国人去世后的房
地产都需要在美国缴纳遗产税。如果通过外国公司（foreign corporation）或用不可撤销的外国信托(foreign irrevocable trust)来投资美国地产将有可能避免美国遗产税。

如何持有美国房地产
外国人可以以多种法律形式来持有美国的房地产资产，包括个人名义、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外国
或美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可撤销的外国信托等。
从所得税的角度来看，外国投资者以个人所有权或使用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会缴纳相对较低的所得税。因为合伙和
有限责任公司均有“实体穿透”的性质， 所以不需要缴纳公司一层的所得税，只需要每年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美国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在10%到39.6%之间。出售拥有一年以上的房地产，长期资本收益的税率是15%或20%（取决于个人应纳
税额所适用的税率）。以个人或实体穿透性的公司的名义持有房地产有它的利和弊。 虽然它们可以帮助投资人降低所得
税，但缺点是外国投资者本人需要向美国税务局每年提交纳税申报表，这样外国投资者的身份就会透明化。
如果房地产是通过股份有限公司（corporation）拥有的话，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在15%到35%之间，并不享受针对个人的长
期资本收益的15%或20%的优惠税率。 另外，股份有限公司向外国股东发放的红利还需要付额外的预提所得税。如果外国
股东所属居住国与美国没有双边税收条约，红利的预扣税率是30%。美国的双边税收条约通常将预提所得税的税率降低到
10%（与中国的条约）或5%（与一些欧洲国家的条约）。通过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房地产的优势在于外国投资者不需要
在美国申报个人所得税，因此避免将个人信息和收入向美国税务局披露。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投资美国房地产前做有效和及时的税务筹划将为投资人节省大量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我们在
实务中看到很多投资人在房产交割后产生收益时才发现自己要在美国交很高的所得税。在投资后对投资结构做重组是可
能的，但是往往会产生比在投资前做好税务筹划高很多的专业服务费用及由于重组导致的所得税和其他税费。投资人应
该提前做税收筹划，避免付在美国缴纳高额的税收，暴露个人的信息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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