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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此文的宗旨为总结适用位於葡萄牙的房地产财产

的税务制度的主要特点。 

 

我们准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 从而为潜在投

资方分析位於葡萄牙的房地产的所有具税务意义

的时刻。 

 

除了房地产财产的适用法律外, 我们还会介绍其他

显着的相关制度 (尤其是对海外投资者而言) 。 

 

然而, 以下提供的资讯只汇报适用制度的普遍特徵

, 没有顾虑为单独投资项目而设的特别架构。 

 

因此, 此文仅作普遍资讯用途, 不应取代为解答个

别疑问的专业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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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房地房地房地房地产产产产的取得的取得的取得的取得    

 

IS IS IS IS ––––印花印花印花印花税税税税    

须缴税行为 - 财产或其他细分形象所有权的有偿或无偿转让; 

须缴税个体 - 取得不动产的一方, 可为个人或法人, 葡萄牙居民与否。 

应税价值 - 声明买入价值和应税财产价值两者之间的最高值。 

税率 - 财产或其他细分形象所有权的有偿或无偿转让: 0,8%; 和 

IMTIMTIMTIMT----房地房地房地房地产产产产的有的有的有的有偿转让偿转让偿转让偿转让城市城市城市城市税税税税    

须缴税行为 - 财产或其他细分形象所有权的有偿转让; 

- 长期租赁和转租(期限为30年以上); 

- 取得持有不动产的公司的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除外), 如在该买卖後其一股东成

为不少於75%股份的持有人, 或股东人数减至两名, 而该两名股东为夫妻关系及其婚姻

财产制度为一般共同财产制或取得共同财产制; 和 

- 以不动产向公司资本的出资或在公司清算时将不动产判给其股东。 

须缴税个体 - 取得不动产的一方, 可为个人或法人, 葡萄牙居民与否。 

应税价值 - 声明买入价值和应税财产价值两者之间的最高值。 

税率 - 仅用於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产 － 6% (最高递增税率); 

- 农用房地产－ 5%; 

- 不仅用於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产 － 6,5%; 和 

- 居民在“避税港”购买的房地产 － 10%。 

普遍豁免 - 转售目的的中介房地产购买; 公开认购的开放或封闭式不动产投资基金的不动产购入;  

- 居住用途租赁的不动产投资基金的不动产购入;  

- 公司集中或合作项目(例如: 合并);  

- 用作重修的都市房地产购入; 和 

- 评定为国家 / 公共 / 城市利益的房地产购入。 

辅助投资的税务制

度    
- 凡实行评定为相关投资项目的公司, 可享有用作该投资项目的房地产购入的房地产的有

偿转让城市税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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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或其他细分形象所有权的无偿转让: 10% (附加0,8%)。 

豁免/免除 - 配偶或事实婚姻成员, 直系血亲卑亲属和尊亲属之间的无偿转让 (只适用10%税率); 和 

- 向须缴公司所得税的法人的无偿转让。 

 

 

2. 2. 2. 2. 房地房地房地房地产产产产的持有的持有的持有的持有    

    

IMI IMI IMI IMI －－－－    房地房地房地房地产产产产城市城市城市城市税税税税    

须缴税行为 - 对都市或农用房地产持有的所有权丶用益权或地上权。 

须缴税个体 - 个人或法人(葡萄牙居民与否), 在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为不动产的所有权丶用益权或

地上权的持有人。 

应税价值 - 由税务局评估的应税财产价值。 

税率 - 农用房地产: 0,8%; 

- 都市房地产: 0,3% 至 0,5%; 和 

- 为“避税港”居民的机构持有的房地产: 7,5% 

豁免/免除/减税 - 纳入旅游复合区的不动产单位; 纳入公开认购的不动产投资基金丶养老金基金和退休储

蓄基金的房地产; 

- 仅作长期自住用途的都市房地产(直至 125.000 欧元); 

- 用作重修的都市房地产; 

- 专用於可再生能源生产用途的房地产; 

- 能效都市房地产; 和, 

- 纳入评定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的农用房地产。 

辅助投资的税务

制度 
- 凡实行评定为相关投资项目的公司, 可享有其持有的房地产(用作该投资项目用途)的房

地产城市税豁免十年。 

IS IS IS IS ----印花稅印花稅印花稅印花稅    

须缴税行为 - 用於居住的都市房地产所有权, 其房地产城市税的应税价值为1.000.000欧元或以上。 

须缴税个体 - 个人或法人, 葡萄牙居民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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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价值 -房地产城市税的应税价值。 

税率 - 居住用途的不动产: 1%; 和 

- 为“避税港”居民的法人持有的不动产: 7,5%。 

 

3.3.3.3. 不不不不动产动产动产动产的的的的转让转让转让转让    

    

IRS IRS IRS IRS ––––个个个个人所得人所得人所得人所得税税税税    

须缴税行为 - 取得在IRS制度下须缴税的收益, 包括不动产收益 (租金) 和/或 转让该不动产获得的收益。 

须缴税个体 - 个人(葡萄牙居民与否), 取得不动产收益 (租金) 和/或 转让该不动产的收益。 

应税价值 - 在房产收益的情况下, 须缴税的价值为减除所有由税务人实际负担和支付以取得或保证该

收益的费用馀下的租金(排除具财务性质的费用丶贬值和有关家俱丶电器和装饰物费用); 在

转让该不动产的收益的情况下, 须缴税价值为卖出和买入的差额的50% (两者均经由税务局

调整更改), 增添到买入价值的还有以下费用: 过去12年内为不动产的增值而作的负担费用丶

买卖不动产所支付的必要花费和有偿放弃合同地位的证明已支付的赔偿。 

税率 - 非居民取得的房产收益: 28%; 

- 居民居得的房产收益: 28 %, 若税务人选择集合选项, 适用递增税率, 对超出80.000欧元的

应税收益, 最高税率为 48% 及附加 2,5% 团结税率; 若应税收益超出250.000欧元, 其团结

税率为 5%;  

- 对此还附加额外税率3,5%, 关於个人收入税集合後的应税价值加上须缴特别率的收入 

- 转让的收益, 综合上述, 应集合和按其适用递增税率打税。 

免除 - 若税务人(须为葡萄牙税务居民)在转让长期自住用途的不动产的前两年和後三年, 将转让

的收益再投资, 在葡萄牙或其他欧盟国家或欧洲经济区 (这情况应存在税务资讯交换) 购入另

一不动产以作相同用途, 免除该转让收益税。 

IRC IRC IRC IRC ––––公司所得公司所得公司所得公司所得税税税税    

须缴税行为 - 商业丶工业或农业性质的活动, 包括取得房地产收益(租金)或转让不动产的收益 (若那些不

动产并没有记录在公司帐目, 这情况下该转让收益视为正常活动的利润)。 

须缴税个体 - 法人(葡萄牙居民与否), 从其活动取得房地产收益(租金)或转让不动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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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价值 - 法人获得的应税利润为其收入减除成本, 其後被减值和其他允可的扣减调整。 

- 在转让收益的情况下, 若该收益在前一税务年度丶该税务年度或直至後两个税务年度间再

投资在有形固定资产丶无形资产或不可消费的有机资产, 只在乎其价值50%。 

税率 - 没有固定设施的非居民获取的收益: 25%;  

- 设有固定设施的居民/非居民获取的收益: 21%; 另加城市额外率(最高税率为1,5%) 和 对应

税利润超出1.500.000欧元的机构纳国家额外率, 3%, 5% 或 7%, 对应其应税收入为

1.500.000 欧元~7.500.000欧元, 7.500.000 欧元~35.000.000欧元 或 高於 

35.000.000欧元。 

 

4. 4. 4. 4. ““““非常居居民非常居居民非常居居民非常居居民””””    

 

“非常居居民的税制” 的建立为与其他国家已生效的税制竞争比较, 意在为葡萄牙吸引从事高增值活动的专

业人士和拥有高价值财产的人士。有意受惠该政策的人士只需要登记成为葡萄牙的纳税居民及证明在前五

年内不是葡萄牙纳税居民。 

 

合资格人士 - 在前五年内不是葡萄牙纳税居民, 转移其税务居所到葡萄牙及从事高增值活动的人士。 

收入  - 就业丶 创业和专业活动(高增值活动) 丶 退休金丶资本 和资本增益收入。 

税率 - 就业丶 创业和专业活动(高增值活动)的净收益适用20%, 附加税率3,5%。 

豁免 - 来源海外的收益(当符合若干条件)。 

期限 - “非常居居民”身份效期为十年。 

 

5.5.5.5. ““““黄黄黄黄金金金金签证签证签证签证””””    

    

與非常居居民制度併列, 還有黃金簽證制度, 其向在葡萄牙进行投资活动的第三国公民批发居留權。 

 

合资格人士 - 持有效申根签证或在进入国土起90天内使其在葡萄牙的停留规范化的个人或法人, 并

有意从事其中一项合资格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 - 个人或法人可从事至少5年下列合资格的投资活动: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于或高于一百

万欧元; 创造最少十个就业岗位; 购买价值至少为五十万欧元的房地产。 

最新发展 新制度增加了符合获取居留许可资格的投资活动范围, 以下新增的投资活动: (i) 资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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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其金额等於或高於三十五万欧元, 运用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公共或私人机构发展的研

究项目, 该机构应纳入国家科技系统中; (ii)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於或高於二十五万欧元, 

运用在投资或支持艺术创作或国家文化遗产的修复和保养; (iii) 购买房地产以及在其实

施重修工程, 两者金额的使用合共至少三十五万欧元; 和 (iv) 资金转入, 其金额等於或

高於五十万欧元, 购入用於中小型企业资本化的投资基金或风险资本基金的出资单位

。 

 

6666. . . . 都市都市都市都市楼楼楼楼房重修房重修房重修房重修    

    
为了刺激都市优化工程, 葡萄牙政府订立了一些额外的税收优惠措施, 以下为几项突出的优惠:  

• 作为市区重修项目主体的楼房的IMI(房地产城市税) 和IMT(房地产的有偿转让城市税)豁免, 为期3

年; 

• 对应纳税额作出房地产持有人因重修所负担的费用的30%的扣减, 上限为500;  

• 若转让已重修楼房的税务人为葡萄牙居民, 该增益和减益所得享有5%低税率; 

• 源於位於都市重修区的不动产租赁的房产收入, 若该税务人为葡萄牙居民将享有5%税率优惠; 

• 不动产重修的承揽工程, 在特定情况下, 可享有增值税低税率6%。  

 

7. 7. 7. 7. 无偿转让无偿转让无偿转让无偿转让    

    
在葡萄牙的法律系统中, 当继承人为死者的配偶丶直系血亲卑亲属和尊亲属, 不用为因死亡而转移的房地产

转让缴税。 

关於在生命期间发生的转让, 其须缴10%的IS(印花税), 但当其为配偶丶直系血亲卑亲属和尊亲属之间的转让, 

享有0,8%印花税的优惠。 

 

8.8.8.8.    参参参参与免与免与免与免税税税税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participation exemptionparticipation exemptionparticipation exemptionparticipation exemption””””    

    

在葡萄牙, 公司收人税法典近年来受到重大改革。在各项更改中, 引入了新制度participation exemption,  

其制定了已分发的利润和储备金, 还有已实现的增益和减益, 不会计算在公司所得税税务人的应税利润在内, 

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 税务人在分发股息或给予增益或减益收入的机构持有不少於5%的股份或投票权; 

• 持有股份最少24个月(不间断)。在股息的情况下, 股份持有期可以是少於24个月, 只要之後维持持

有权为满足该期限; 

• 分发股息的机构不可是豁免公司收入税或其他同等税(其税率不可少於葡萄牙公司收入税率60%); 

• 分发股息的机构不可在由财政司批准的拥有最优惠税务制度名单上的国家丶领土或地区设有住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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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9. 9. 投投投投资税务资税务资税务资税务法典法典法典法典    

 
新投资税务法典加强了各项有关投资的税务优惠制度, 尤其是关於位於弱势地区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维

持。某些有关生产投资的合同税务优惠为: 在投资领域下签订的合同的生效期间, 获IMI(房地产城市税) 或

IMT(房地产的有偿转让城市税)的一部分减免; 所有有关实践投资项目而订立的合同或其他行为, 获印花税豁

免。 

 

里斯本,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Rogério M. Fernandes Fer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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