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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的财富总额展现了伦敦商业
和住宅市场的非凡吸引力。”

--《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排行榜编者Philip Beresford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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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如果您已索取了本指南，那么您可能正在考虑
为您所代理的家庭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您可能是被长期以来广受欢迎的英国房地产项
目所吸引，并且您可能还想通过参与开发来增
加收益，而不仅仅是购买期房或伦敦现有的基
本地产。

不管您的动机为何，LCN Legal团队均能帮助
您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的职责并不是告诉您
要如何投资，而是确保您所做的任何商业决定
都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支持。

如果您想要获得我方律师的免费初次咨询，请
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lcnlegal.com或致电
+44 20 3286 8868，以安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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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内容

我们编写本指南的目的，是为了让您对家族
财富投资房地产应考虑的要点有所了解。

您需要考虑：

• 目标和策略
• 在与某开发商订立任何类型协议前，进行

投资前调查
• 有关具体项目或提议的可协商内容及交易

条款

本指南还概述了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投
资时，个人投资者最常用的六种结构。这
些结构包括：

1. 独资特殊目的机构（SPV）
2. 夹层贷款
3. 合资企业
4. 担保借款凭证发行
5. 私人自主经营财团
6. 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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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个人投资者需要与其投
资相关的法律意见？

英国为权利和索赔的贯彻实施建立了健全的
法律制度。然而，法律条款也并不能避免投
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为确保您能够从制度中获益，为您投资的商
业安排配备证明文件则尤为重要。如果没有
明确的法律协议，您会发现自己将陷于以下
不利处境：

• 您曾受误导，以致无法追讨赔偿。

• 在不符合标准、未得到常规信息或您信赖
的核心人员已离开等情况下，您却无权
“介入”并掌管项目。

©	LCN	Legal	Limited	2016
6

• 如果存在您对相关房地产没有强制执行
担保权等情况，您可能将面临潜在回报
中没有显现出的风险。



公司历史

LCN Legal为一家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律师事务
所，成立于2013年，受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
的律师监管局（SRA）监管。除专注于基金
和房产投资结构外，LCN Legal还为大型企业、
市场借贷平台以及中外投资者提供企业和投
资结构方面的建议。

公司其中一位联合创始人Paul Sutton此前是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伦敦办事处的公司合伙
人，而在此之前他还曾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KPMG）的伦敦律师事务所担任董事。
公司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李晓芳曾在北京和
爱丁堡学习法律。她还曾为伦敦工商会建立
其中华总商会提供帮助。其间，李晓芳还曾
与多家中国国有企业及家族企业共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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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资深律师曾受训于谢尔曼•思特灵
（Shearman & Sterling）、年利达
（ Linklaters ）及贝克 • 麦坚时（Baker 
& McKenzie）等国际律师事务所。总体
而言，我们的团队在房地产投资项目和结
构方面拥有超过80年的经验。我们代理房
地产投资结构，客户包括Cordea Savills 
LLP、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AIG Asset Management 、Olayan
Investments、 Schroders等企业的经营
者、中东皇室成员以及众多个人投资者、
资产经理和房地产专业人士。

我们的使命是为投资者和开发商的协同合
作创建坚实的法律基础，从而为他们能够
创造出更好的生活和商业环境免去后顾之
忧。



编写本指南的原因

我们常遇到此类情形——投资者因为没有从一
开始即采取基本的法律措施来保护自己，而陷
入不利的地位。尽管在遇到问题时，投资者可
以随时向我们电话求助，但仍可能牵扯到大笔
费用，且结果亦无法确定。

我们更愿意帮助客户做出明智的选择，使他们
能够从一开始便能够对项目进行正确评估。在
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客户可能需要拒绝一些看
上去很有吸引力的合资邀约或安排。

我们通过指南、文章、研讨会和私人讨论组等
形式，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以期能够帮助
到尽可能多的人，不论他们是否能成为我们的
潜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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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类型、价值以及所在地 – 商业或住
宅？酒店？学生宿舍？

• 您的风险偏好 – 包括规划风险（可能无
法获得项目所需的规划许可）、工程风
险（成本超支和延误）以及筹资风险
（可能无法获得项目所需的额外资金）。

• 投资期限和流动性 – 您是否需要在特定
时期内实现投资收益？

• 收入流 – 您是否要求明确的定期收益？
• 优先债务 – 您想要通过优先债务投资，

还是您更希望避免与商业银行相关的费
用和管理？

• 控制 – 您预期参与项目或业务管理和/
或发展到哪种程度？

• 参与 – 您想要涉足开发商的经营，还
是只参与标的项目相关的活动？

• 其他投资者 – 您是否希望与其他投资
者一起投资？如果是，您想成为主要
投资者还是中小投资者？如果要引入
其他投资者，您将如何收取酬劳？

• 团队 – 您需要集合哪些专业人士，来
代表您自己的而不是开发商的利益？
这其中可能包括房产测量员或置业顾
问以及法律、税务和会计专业人士。

投资者需要考虑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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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以下要点可以帮助您明确您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 背景和声誉
• 业绩记录
• 所有权和管理结构
• 关键人物 – 掌握开发商业务持续发展命

脉的关键人物是谁？您应该了解这些人
的完整履历和其其他商业利益详情。

• 商业模式 – 开发商是自主经营开发项目
的各个方面，还是将规划施工等领域外
包给第三方？

• 关键合作伙伴和供应商 – 开发商依赖哪
些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并将其视为团队
的一部分?上述各方间存在哪些附属关
系？

• 财务状况 – 开发商的经营是否资本充
足？

• 能力 – 开发商是否有能力承接拟议项
目？您想要对开发商承接的其他项目
采取哪些管控措施？

• 项目规划 – 开发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展示潜在项目的规划？

• 体系和流程 – 开发商可以提供哪些关
于用于评估机会和管理项目的体系和
流程的信息？

• 与商业银行的关系 – 开发商与商业银
行和其他资金提供方是怎样的关系？

未来合作方的背景调查

“决定契约好坏的唯一因素是签署双方”
清楚了解您的合作伙伴（包括组织及其背后的个人）无疑是
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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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和开发的审批 – 您是否要求否决权
（如果投资仅涉及单个预定项目，则不
相关）。

• 管理和报告 – 如何进行投资相关决策？
您有权持续获得哪些信息？

• 独立审查 – 对各项目的进展将进行哪些
独立审查？这可能需要指定一名独立房
产测量员。

• 放款 – 将会预先发生或仅在达到既定目
标时发生？

• 联合投资 – 开发商（及其执行团队）是
否也将自有资金投入项目并共担风险？

• 介绍费 – 哪些费用将用于支付项目筹款
或采购？

• 开发商/管理费 – 将向开发商或项目经
理支付哪些费用和利润分配？

• 抵押 – 您是否将从项目的第一或第二
抵押权中获益？

• 退出策略 – 退出项目的策略和方法是
什么，出售还是再融资？

• 税收效益 – 包括对所得税、资本利得
税、遗产税和预提利息税的考虑。

• 资金回流 – 资金将仅用于单个项目，
还是将项目利润再投资到其他项目？

• 失败方案 – 项目失败会怎么样？投资
者应该考虑其可以具有的介入权及强
制执行权。

投资者的谈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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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资企业

投资者

公司

100%持股

优点 缺点

投资者保留对项目的控制权和所有权 投资者可能没有项目管理经验

结构简单易懂 对于开发商建立长期关系而言，可能没有吸引力

开发商可获得利润分配以及费用

开发商
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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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夹层贷款

开发商

开发费用

第二抵押权

投资者

独资特殊目的
机构（SPV）银行

优先贷款

资产净值
（股票/贷款）

第一抵押权

100%
子公司

夹层贷款

优点 缺点

可以提供相对较高的收益率 潜在高风险

本金和利息的结构化还款 从属于优先债务，所以在借款人违约时，银行将率
先追讨

证明文件相对简单 可能不是最节税的投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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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资企业

开发商

第一或第二
抵押权

投资者

独资特殊目的
机构（SPV）

银行
（如果需要） 优先贷款

第一抵押权

开发费用
B股

优点 缺点

可选择参与SPV的管理 可能涉及复杂的谈判

直接获益于房地产所得利润

开发商会受到利润分配的激励

开发商的股东 股票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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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担保借款凭证发行

开发商

为凭证持有人
持有抵押利益

第一或第二
抵押权

投资者（贷款
凭证持有人）

独资特殊目的
机构（SPV）银行

（如果需要） 优先贷款

第一抵押权

100%
子公司

贷款

担保受托方
（如果需要）

开发费用

优点 缺点

结构化、有担保的利息及资本回报 提供的收益率可能比其他投资方法低

允许多个投资者参与 可能不允许投资者分配项目的潜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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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私人自主经营财团

开发商

开发费用

第一或第二
抵押权

独资特殊目的
机构（SPV）

银行
（如果需要） 优先贷款

第一抵押权

A股

财团协议

优点 缺点

可以与他人统筹资金投资大型项目 需要多方协调和谈判

介绍人可通过财团管理者的角色受到激励 财团的管理必须谨慎

开发商会受到利润分配的激励

B股和贷款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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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管理者



6、 众筹（个人对个人贷款）

开发商

开发费用

第一抵押权

独资特殊目的
机构（SPV）

资产净值
（股票/贷款）

众筹平台

投资者

费用

优点 缺点

众筹平台将负责所有尽职调查及相关管理 附加费用（伯乐奖金、资本利得率、租金收益率）

定期利息支付，加上投资回报和出售房地产所得资
本收益（需付费）

对您投资的应用和管理方式控制最低

贷款

企业财务顾问
费用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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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您的顾问讨论的先决问题

以下是一些您需要在早期阶段与您的顾问讨论的深层问题：

1. 项目概述及您的目标

2. 您对流动性及收益的要求

3. 您计划与谁做生意？您希望安排哪些背景调查？

4. 您在类似项目中的经验，以及您将需要哪些方面的额外支持（您至少需要一个房产测量
员或其他置业顾问，帮助您评估拟议项目是否会盈利）。

5. 持有和转移资金的实践性

6. 由谁负责管理和协调项目的日常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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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用的信息资源

我们定期发表面向投资者和地产专业人士的文章和指南。您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lcnlegal.com或致电+44 20 3286 8868免费订阅。

• 置业SPV（特殊目的机构）指南

• 设立私人财团进行房地产投资

• 房地产合资企业设立清单

©	LCN	Legal	Limited	2016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