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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  

 
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unak）于今日发表了他的第三份财政预算案，尽管经济形势充满挑战，但并没
有像之前预测的那样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严重影响。 
 
该预算案聚焦于后疫情时代，政府宣布了许多新的措施特便是于英国公司税制度有关的新政。 
 
与该财政预算案相关的财政法案预计将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公布。为免生疑问，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下文
所概述的新措施均尚未正式颁布实施。根据往年的预算案，我们预计正式财政法案颁布的时间不会早于 2022
年春季。 
 
本公告列出了针对外国跨国集团公司的主要税务新措施。有关英国 2021 年秋季预算的详细报道和评论，请
访问德勤的专门网站：www.ukbudget.com 
 
2. 企业税 (Business tax) 

 
2.1公司税率 (Corporation tax rates) 

 
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对于利润超过 25 万英镑的企业，英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提高到 25%，这是在
2021 年春季预算中已经宣布的并将于 2021 年 6 月正式颁布实施。 
 
鉴于这一税率上调，有人担心银行的专项附加费（根据该项附加费，银行须就其利润缴纳 8%的额外附加
税），将使英国系统丧失竞争力。因此，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银行的专项附加费税率将降至 3%。这一
税率加上头条中所提及的公司税税率，意味着从 2023 年 4 月起，银行将按 28%的综合税率就其利润缴税。
与此同时，银行集团可获得的年度免税额将从 2500 万英镑增加到 1 亿英镑，若低于该限额则无须缴付银行
专项附加税。 
 
此外，政府对最大型的住宅地产开发商的利润将征收 4%的新税种，有关该新税种的详情请参阅第 3.1 章
节。 
 



  
 

2.2资本免税额制度 (Capital allowance regime) 

 
英国政府宣布将延长其临时年度投资抵扣额（Annual Investment Allowance - AIA）100 万英镑的限额，用于提
供合格厂房和机器所产生的支出。这一抵扣额度原本预计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开始降低，但该限额现在
将延长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年度投资抵扣额允许公司对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立即进行 100%的减记，直至
达到年度投资抵扣额度的上限。 
 
英国财相强调了本届政府对资本投资持续的支持，并再次确认了春季预算案（于 2021 年 6 月颁布）中声明
的财政措施，包括 130%的超级减免和提高的特别税率额度，针对这些之前宣布的财税政策本次预算案中均
无任何修正。  
 
2.3 研发税收优惠 (R&D tax credits) 

 
英国政府最近完成了对英国研发税收制度的征询，目的是确保英国在研发活动方面仍具有国际竞争力，且研

发减免继续符合政府这一目标，从而确保纳税人的款项能够被有效地使用。 
 
在这次征询之后，政府现已宣布将有意在以下领域改革英国的研发税收制度： 
 

 扩大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将符合条件的数据和云计算成本包括在内； 
 

 将政府的扶持聚焦于在英国当地进行的研发活动（放弃现行制度中允许公司为在海外进行的研发活

动申请减免的规定）；以及 
 

 增进合规性并减少对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滥用。 
 
具体的立法奴前尚未公布，关于这些变化的进一步细节将在今年秋季晚些时候公布，作为英国政府进一步加

强税收管理和维护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变化预计将从 2023 年 4 月起生效。 
 
2.4 转移利润税 (Diverted profits tax) 

 
英国政府于 2015 年推出了转移利润税，以抗衡在英国开展活动的大公司通过刻意的税务安排将利润从英国
的税收系统中转移至英国境外。英国财相宣布了一项技术性的改革，以确保转移利润税将按照预期的方式发

挥作用。通过确保企业能够在转移利润税审查期内修改其税务申报单，以使其利润能够被纳入企业所得税征

缴范围内。该措施还将确保转移利润税审查期的截止时间与公司税审查期的截止时间将按照政府的预期互相

影响。这些措施将适用于现近已经开始的利润转移税审查以及今后开始的任何审查。 
 
此外，政府也就受制于转移利润税但可根据共同协议程序下双边税收协定享受减免的公司，推出了相关举

措。新的措施将使共同协议程序下的减免在英国得到反映，以确保英国履行其在相关条约下的义务，这项变

化将适用于自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达成的涉及转移利润税的任何共同协议下的决定。 
 
2.5 不确定税务状况的通知 (Notification of uncertain tax positions) 

在 2020 年度预算案中，财政大臣宣布将引入新的制度从而要求大型公司企业，当其所涉及的税额至少为五
百万英镑并且所涉课税方法满足三项条件中的一项，同时公司企业无法确定税务状况时，必须向英国税务及

海关总署通报。如今，这些触发因素已减少到只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即可： 
 

1. 公司企业已在账目中为不确定性作出报备； 
2. 公司企业应用的税务处理方式不符合已知的英国税局的解释。 

 
英国政府已于于 2021 年 7 月公布了相关的立法草案，该草案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公共征询。根据征询的结
果，一些起草的法案进行了修改。 
 



  
 

英国政府确认，在此项内容下“大型公司企业”的定义为年营业额至少为 2 亿英镑或资产负债表总额至少为 20
亿英镑的公司企业并且政府将引入标准步骤使公司能够确认其使用的税收股则是否的确不确定。 
 
政府同时确认，他们将继续考虑加入第三个触发因素（即如果法庭或法院很有可能不同意纳税公司企业的立

场），以便在晚些时候将此纳入相关法规规则。 
 
这些规则适用于 2022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提交的税务申报表。 
 
2.6 废除跨国集团税收豁免 (Abolition of cross-border group relief) 

 
英国已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脱离欧盟，同时脱欧过渡期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过去，在某些情况
下，在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  - EEA）开展业务的英国公司可以申请集团豁免从而以非英国
亏损来抵消英国利润，或者税籍在欧洲经济区但拥有英国常驻机构（Permanent Establishments）的公司也
可申请集团减免来抵消英国常驻机构的亏损和英国的利润，相比其他在英国境内设有常驻机构但税籍位于欧

洲经济区以外公司来说，这些措施的限制可谓非常的少。 
 
英国财相现在宣布对现行法条进行修改以反映了英国脱欧的状态，该法条之前允许英国公司从欧洲经济区集

团公司中申请集团豁免。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的新举措，以限制通过英国常驻机构进行商业活动来申请集团

豁免的欧洲经济区公司可以申请的额度。此项变化的目的在于与针对欧洲经济区以外其他外国公司的规则保

持一致。这些新措施将影响自 2021 年 10 月 27 日或之后结束的会计期间，对跨越这一日期的会计期间则将
适用过渡性安排。 
 
2.7 公司税收损失减免规则的变更 (Changes to corporation tax loss relief rules) 

 
英国于 2017 年对公司亏损减免进行了重大变革以增加其灵活性。然而，这导致一些面临财务困境的公司陷
入了更大的挑战，因为 IFRS16 条款下对租赁进行会计处理的方式意味着，结转亏损仅能抵扣 50% 来自亏损
合同的利润。这项条款的范围现已扩大从而适配于当公司企业需要被拯救的情况，即现在有可能 100%的豁
免这些利润。这一变化将追溯适用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会计期间。 
 
2.8 商业房产税 (Business rates) 

 
政府对商业房产税的审查结论现已公布。各种改革措施正被逐步引进以减轻商业房产税的负担，这其中包

括： 
 

 2022-23 税年中为符合条件的零售、酒店和休闲物业引入新的 50%临时减免，每个企业最高减免额
可达 11 万英镑； 
 

 如使用者对物业作出符合条件的改善则可享受为期一年的 100%改善豁免;  
 

 冻结此前计划增加的商业利率倍增数。 
 
此外，政府将就更频繁地重估商业税率进行征询，将重估期从每五年一次加快到每三年一次。 
 
2.9 公司税籍转移－征询公告 (Corporate re-domiciliation – announcement of consultation) 

 
作为加强英国作为全球商业中心地位雄心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宣布将就引入重新归入英国税籍制度征求公共

意见，该制度将使公司有可能回迁至英国。这种回迁政策将使公司能够将其注册地迁至英国的同时保持其作

为企业团体的法律身份。 
 
英国政府还在考虑为希望将注册地迁往另一个国家的英国公司引入类似的外迁制度。 
 



  
 

此项征询包括对各种税务影响的考虑，如税务居民是否会迁往（或离开）英国，防止境外亏损输入以抵扣英

国利润所需的举措，是否将市场估值用于带入英国的资产等等其他一些问题。 
 
政府正在就这些拟议的变化进行征询并邀请感兴趣的各方提出意见，征询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7 日。 
 
3. 行业具体措施 (Industry specific measures) 

 
3.1 住宅房产开发商税 (Residential property developer tax） 

 
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一项针对住宅房产开发活动（Residential Property Development）的新税种将开始实
施，该新税种将就住宅房产开发所产生的交易利润征收 4%的税款。该税项将适用于由此开发活动所得的集
团年度利润超过２千５百万英镑的公司。引入这一新税种是为了确保大型开发商为帮助政府就建筑外墙覆层

及建筑安全修复的费用做出贡献。 
 
该税种将适用于从事住宅房产开发活动并在构成其交易的库存土地中拥有权益地产开发商，且产生了与这些

活动相关的受制于公司税利润的情况。 
 
纳税企业将被要求确定其住宅房产开发活动，并计算与该活动相关的利润金额。利润将根据现有的公司税原

则计算，但须进行某些特别的调整，包括限制财务成本的可扣除性。 
 
因此，我们预计受影响的公司将从 2022 年 4 月起按 23%的税率纳税，并从 2023 年 4 月起税率将增至
29%。 
 
3.2 英国船舶吨税改革 (UK tonnage tax reform) 

 
英国政府宣布将对英国船舶吨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旨在使船运公司更容易迁往英国，以确保

英国的船运公司在与其他国家税收制度下经营的竞争对手相比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负

担。相关措施包括： 
 

 将船舶吨税设置的执照有效期从 10 年缩短至 8 年； 
 

 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将被允许在正常期限之外进行设置执照期权力； 
 

 取消挂旗要求，使该制度适用于悬挂英国商船旗帜的船只。 
 
这些改革将从 2022 年 4 月开始实施。 
 
3.3 航空业税收改革 (Reform of the taxation of the aviation industry) 

 
英国政府于最近完成了一项关于航空旅客税（Air Passenger Duty - APD）的征询，以确定该税项是否与英国的
政治结构吻合以及是否符合政府于 2050 年止实现净排放为零的目标。 
 
政府现已宣布自 2023 年 4 月起对航空旅客税进行某些改革，具体为： 
 

 为国内航班引入新的降低的航空旅客税税档，以支持英国国内旅行； 
 

 引入新的超长里程航空旅客税税档，对里程最长的航班征收更高的航空旅客税。 
 

 
 



  
 

3.4 资产控股公司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Asset holding companies and REITs) 

 
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政府将出台立法建立一套崭新的制度，对符合条件的资产控股公司（Qualifying 
Asset Holdings Companies - QAHCs）进行征税。出于这些目的，一个符合条件的资产控股公司必须至少有 70%
的股份由不同的基金或某些机构投资者持有并且必须主要从事投资活动。 
 
该制度的目的是正视中间控股公司被用来促进投资者和基础资产之间资本流动的情况。其目的是确保终极投

资者大体来说将被课税，就如同他们直接投资于基础资产一般，而中间的控股公司缴纳的税款不会超过其所

从事活动的比例。 
 
政府对现有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制度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 
 
这些变革构成了对英国基金制度的更广泛审查的一部分，以提高英国作为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机构所在地的

竞争力。英国政府还有意向公众回应有关于英国基金制度更广泛要素的考量并就简化基金管理费的增值税处

理方案进行征询。 
 
4. 间接税 (Indirect tax) 

 
4.1 线上销售税征询 (Online sales tax consultation) 

 
政府将探讨支持和反对英国境内线上销售税的理由并将很快公布一份征询意见。据称，如果引入线上销售

税，其收入将用于降低零售商的商业房产费率。 
 
4.2 塑料包装税 (Plastic packing tax) 

 
自 2021 年 6 月起对塑料包装的生产和进口进行征税的立法将开始实施并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适用。塑料
包装税将适用于英国塑料包装制造商和在英国境内进口塑料包装的企业。 
 
政府现已发表一份政策文件，对该法例作出了一些轻微的技术性修订。这些变化旨在确保塑料包装税的立法

能够确实地反映政策意图，并将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5. 雇佣税 (Employment tax) 

 
5.1 健康及社会照护费 (Health and social care levy) 

 
英国政府此前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宣布的一系列增税措施将从 2022 年 4 月起生效，作为政府支付医疗和社
会保障计划的一部分。 
 
从 2022 年 4 月起，雇员和雇主的一级国民保险缴款率将提高 1.25%，自雇者的四级国民保险缴款率将提高
1.25%。这些规则已于本月早些时候颁布。从 2023 年 4 月起，税率将恢复到目前的水平，但将会引入一项
新的、独立的且税率为 1.25%的健康及社会照护费，该新税项将根据受国民保险课税的所得及利润来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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