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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接地气”游戏规则，告别野蛮生长

中国企业海外房地产投资高峰论坛助投资人成功“出海”
2014年 7月 2日，由中伦律师事务所与世邦魏理仕共同主办，走出去智库CGGT协办的“中国企业海外房地产投资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办。包括商业地产投资人、住宅地产开发商、保险机构、主权财富基金、PE 投资人在内的 180 多位业内人士齐聚

活动现场，共同分享“接地气”的游戏规则，帮助中国企业顺利完成海外房地产投资。

受益于经济成长，中国房地产海外投资呈上升趋势。据统计至 2013 年底，房地产以 743 亿美元的总投资额成为了中国出境

投资的第四大领域。中国投资者投资的大型房地产项目遍布25个国家。2014年一季度，中国投资人海外投资房地产增速加快。

不同国别的政策、法律、税务、项目开发、分包方式、市场竞争、争议解决规则迥异，如何掌握投融资、法律、税务等实务，

是投资人须臾解决的重点。

中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学兵律师在会议上进行了主题发言，他指出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海外房地产投资热潮之中，

中国机构投资者的足迹已然遍布世界各国。在面对海外房地产投资的机遇与挑战时，首先应当认清中国在海外投资房地产

的现状，全面了解海外房地产投资的方式和投资类型，并以史为鉴，借鉴日本于上世纪 80-90 年代投资美国房地产的成功

与失败的经验，正确认识海外房地产市场投资环境，深入了解中国与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区别所在。此外，张律师还表示中

国企业在“出海”前应当培养和招募既了解中国企业需求，又懂得“国际游戏规则”的团队成员，善用外脑，充分发挥中

介组织，尤其是法律顾问的作用，做足“出海”投资准备，如此必能在海外房地产投资中大展拳脚，取得丰硕的成果。

2014 年，世邦魏理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投资者调查发现，亚太地区的投资者对房地产的投资意愿仍然高涨。在亚太主要城

市中澳大利亚、中国和日本最受跨国投资者的青睐，有望在 2014 年迎来投资高峰。而国际主要城市中，伦敦受到近三分之

一投资者的青睐，依然是欧洲最受追捧的城市。美国市场比较平均，旧金山以微弱优势超过洛杉矶成为第一热门城市。

“亚太地区和欧美的房地产市场在成熟度、政策及金融环境、新增供应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区别，投资者应该更加理性的

对待投资机遇，寻求更好的投资项目。”世邦魏理仕中国区全球资本市场执行董事安东先生在会上指出：“欧美市场尤其

是欧债危机结束后，经济复苏趋势明显，写字楼和零售地产均存在上涨空间，我们还看到欧美和太平洋地区这些较成熟市

场的核心资产需求强劲，同时次级资产市场也存在投资机会。而在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长期的经济增长被看好，不过短

期性的结构性调整和整体的融资环境值得我们关注。” 

世邦魏理仕中国区总裁潘可维先生也出席了会议，并表示：“近年来世界很多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能看到中国投资者，而

且成长很快，我们希望世邦魏理仕全球资源和专业团队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企业海外房地产投资高峰论坛
2014 年 7 月 2 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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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走出去：给中国企业的建议
海外地产投资，一个两百页的合同，怎么玩？

演讲要点：

1、出于税务、再融资的多重考虑，一个地产项目投资，可能包括多层的

投资架构。且需要与精通税务结构安排的中外律师一同精心设计。

2、纽约等一些海外城市，对特定的开发区域会有税收优惠、激励政策。

这些政策优惠，需要找合适的专家团队、合适的合作伙伴，才能掌握

得一清二楚。

3、境外房地产开发多数为轻资产运营，所有事情都是外包，会产生大量

合同关系，成本控制都体现在这些合同内。

4、律师的工作职责就是在不甚清晰、明朗的监管体制下，帮助企业找到

解决方案。同时，通过提供相关法律意见书的方式，给相关的审批部门，

给企业定心丸。

5、很多中国企业并不熟悉海外市场，和境外专业机构之间缺乏用相同的

语言沟通交流的能力和经验。

6、本土优秀的律师事务所就像一座桥梁，用本土的语言给企业讲解合同、

交易惯例，讲解当地的投资环境，同时，帮助我们聘请的外国律师更

好地理解中国投资者的想法、需求，在桥梁式的沟通中，创造价值。

7、律师有一项工作，要把一两百页合同中最核心的条款浓缩、整理、提炼，

以让企业家们在最短的时间熟悉合同，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

地产走出去：中国企业
的机会和挑战

乔文骏律师及潘可维先生为

大会致欢迎辞。

张学兵
中伦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

潘可维
世邦魏理仕  中国区总裁

乔文骏
中伦律师事务所  联席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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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房地产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投资美国地产，时机对吗？投什么？风险如何应对？

演讲要点：

1、把美国 2010 年第一季度作为上涨周期起点，这轮周期可走到 2017 年

   甚至 2019 年。

2、美国一个新的明显趋势：一线城市的再造和更新，城市的功能和环境

   不断提升。年轻人乃至老年人回归城市中心，由此带来了相应的投资机会。

3、机构投资人主要谋求风险加权后的最佳回报，根据风险偏好的不同，可

   选择出租型物业项目、增值改造或开发项目；个人投资海外房地产，主

   要驱动来自教育、医疗和环境等需求，学区房或成首选标的。

4、资产价格最低迷的时候，可直接收购存量资产。当市场明显处于上升周

   期，开发项目和改造项目可能带来更高回报。但是，该类项目周期长，

   环节复杂，风险较大。

5、风险主要集中在投后的运营管理上。项目如何卖，物业怎么管，成本如

   何控制，都直接影响投资回报率，搞不好，会亏损。 

6、要特别注意合作伙伴的选择，因为美国当地开发商善于充分使用各类金

   融工具，最大限度利用杠杆，用别人的钱生钱。当利息走向上升通道，

   投资风险随之增大。

7、 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税赋复杂，例如资本利得税、预提税，加上各州的税赋。

   在投资前，咨询优秀的税务律师实属必要。

8、如何应对风险？一个词：本地化，本地化，还是本地化。

房地产海外投资趋势

演讲要点：

1、亚太地区的机构投资者正在增加海外地产的资产配置比例，从以往  

   的 1% 至 2% 增加到 3% 至 5%。

2、亚太地区投资者最青睐的前五大城市为悉尼、东京、上海、墨尔本

   和雅加达；欧洲地区前三城市是伦敦、马德里和柏林，伦敦市场最

   透明，税务条件好；北美的五城市依次是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

   纽约和休斯顿。

3、全球投资者在亚太地区最想投资的国家是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亚太地区投资者更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但国际市场更喜欢澳大  

   利亚和日本，其透明度高和资产流动性强。

4、投资房地产有多种方法：

●  直投。优点是费用少，缺点是要求高；

●  独立监管账户。优点是省事，缺点是不能付费太少；

●  同类企业合作，优点是双方兴趣一致，并满足资金需求，缺点是

   审批和执行困难；

●  PE 地产基金。优点是流动性强，缺点是透明度差。

5、欧债危机基本结束，欧洲经济开始复苏，目前可考虑投资一些欧盟

   外围国家，如中欧，意大利的资产价格非常便宜，值得投资和看好。

孙刚
招商资本  董事总经理

金维
世邦魏理仕  亚太区研究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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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歆
盛世神州房地产 PE 基金   总经理

地产公司的海外投资策略

演讲要点：

1、投资美国出租型公寓理由：

●  对比中国，美国房地产资产价格，处于价值洼地，休斯敦房价与武汉

   相当，但租金和北京一样；

●  次贷危机后，更多美国人不愿负债，选择租房；

●  页岩气革命创造了新兴工作机会和涌入大量人群，打破地区平衡，未

   来还有 2-3 年高增长周期。

2、专注在中产阶级住宅开发。主要关注：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凤

   凰城西海岸等。

3、不太看好美国中部城市，因为其人口在净流出。机会在高密度生活区

   域的大都市地区。在美国，40% 的人选择租房，这是一个有非常稳定

   收益的投资种类。

4、跨境投资，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合作伙伴，其次才是选择合适项目，

   选择合作伙伴把握两点：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5、收购策略有两点：收购有稳定现金流、较高物业增值空间的项目；在

   低利率时代，利用高杠杆的金融工具。

房地产海外投资的税务结构解析
海外投资的税收结构

演讲要点：

1、中国投资者海外地产投资，及早进行税收筹划。通过取道荷兰、卢森堡、

   比利时，获得北美、欧洲和非洲的投资税收优惠。

2、根据中国与卢森堡、中国与荷兰的双边贸易协议，中国企业通过卢森

   堡向荷兰投资享受免股息税、免资本收益税的优惠。

3、通过在卢森堡和荷兰设立控股公司，更容易获得融资或贷款。成立一

   只基金，经由卢森堡或荷兰进行投资，也会享受一系列的税收优惠。

4、投资标的税收问题是一个项目成本中的关键，不仅国家之间的投资会

   产生，甚至在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投资中也会遇到。

5、房地产转移税、租金收益和资本收益税、增值税、房地产税，以及房产

   抵押贷款税等是投资中常见税种，在项目开始前，应搭建正确的税收架

   构，否则，将会面临巨大成本。

6、除了税收，还需考虑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通过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

   保护投资安全。在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可以要求政府赔偿，避免因政

   府行为产生豁免权而损失资产。 Thierry Lohest 
Loyens & Loeff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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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
万通房地产  董事会主席

房地产海外投资哲学
一个“农村人”投资纽约地产的感悟

演讲要点：

1、中国人到纽约投资房地产，有三个心理体验，第一贵，第二矫情，

第三标准高。应该重视这三方面的投资风险。

2、在纽约，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来，请律师非常之必要。

3、在纽约投资地产，一定要有投资预算加一倍的心理承受力。

4、美国绿色建筑平均售价比不绿色的要高 10%—15%，你的建筑不

达到绿色标准，不可能有客人，至少不可能有跨国公司入驻。

5、财务投资模式要买对周期，开发模式要找对伙伴，经营模式要舍

得花钱。

6、如果大家第一次去投，建议采取第一种模式——财务投资模式。

如果有点开发能力，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做第二种模式——开发

模式。

7、尽量避免第三种模式——经营模式，因为“即便是村里的能人，

也管不好国贸”。

8、中国房地产，住宅市场的青春期结束了，但开始在差异性和服务

方面展开竞争，商业地产正在发育，开始了新的青春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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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立山
CGGT 走出去智库首席专家  

中伦律师事务所 高级国际顾问

投资美国房地产的工作对接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挑战

投资美国房地产结构设计和交易策略

Adam Turteltaub
美国 Willkie Farr 律师事务所

纽约合伙人

Thomas Henry
美国 Willkie Farr 律师事务所

纽约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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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 L. Ingrum
世邦魏理仕

全球资本市场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Marc Giuffrida
世邦魏理仕

全球资本市场执行董事

投资美国房地产项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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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 Eilers
世邦魏理仕

全球资本市场中国区执行董事

投资澳大利亚、英国房地产项目策略
澳大利亚 / 新西兰商业地产市场

投资澳大利亚、英国房地产项目策略
欧洲投资市场

Jonathan Hull 
世邦魏理仕  

全球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 欧洲、中东及非洲

投资英国房地产的工作对接
英国商业地产市场

李林娜
中伦律师事务所  伦敦办公室  合伙人

Clare Breeze
英国 Macfarlanes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海外地产投资的风险管理与对策
海外房地产投资战略和风险管理

1

2

3

4

1 2

3 4

中伦律师事务所创立于 1993 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中伦拥有 170 多名合伙人和 700 多名
专业人员，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东京、香港、伦敦和纽约设有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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