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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八课

有限合伙基金的设立、运作、避税实务

（以房地产投资基金为例）

有限合伙是由一名以上普通合伙人

（以下简称“GP”）负责日常经营并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并由更多不承担日常

经营管理责任但仅仅承担有限责任的有

限合伙人（以下简称“LP”）共同组成

的特殊的合伙经营组织形式。它最早起

源于 “康孟达契约”，其后，无论是德

国、英国、还是美国都在其本国立法中

对有限合伙作了明确规定。而法国的“隐

名合伙”制度也与有限合伙有相似之处。

目前房地产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主

要有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三种。



而有限合伙作为主流形式，与其独特的

法律特征是分不开的。

第一，有限合伙独特的责任承担模

式和灵活的利润分配形式，有利于房地

产拓宽投融资渠道。随着国家一系列对

境内过热的房地产市场紧缩性宏观调控

政策的出台，现今房地产开发企业均面

临同一个问题：资金紧缺。与此相对应

的是社会上存在大量闲散资金跃跃欲

试，希望投入房地产市场，但却苦于没

有房地产投资经验和渠道而无从着手；

而一些拥有房地产投资经验和投资渠道

的投资管理者却因手上没钱而只能无所

作为。有限合伙制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LP 承担有限责任，大大降低了其投资风

险，使得其愿意将资金交给 GP 管理和投

资；而 GP 得到 LP 资金支持后通过其投

资经验和投资渠道，将资金投入收益高

而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为 LP 赚取投资收

益的同时，也通过有限合伙灵活的利润

分配形式获得其应有的回报；同时，房



地产开发商投资基金资金支持下，接上

了原本几乎断裂的“资金链”。可以说，

这是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社会投资者

和专业投资管理者三赢的结果。

第二，有限合伙特有的内部治理机

制，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决策效

率。有限合伙规定仅仅由 GP 负责日常经

营和投资决策。这可避免公司制投资企

业中繁琐的决策程序（如：董事会决议、

股东会决议等），降低经营管理的金钱

和时间成本。由于房地产投资并不复杂，

当选择了合适的投资项目后，基本无须

再进行其他特别繁琐的管理和决策。作

为具有一定投资经验和投资渠道的GP完

全可以独立胜任管理和决策。这样，在

降低投资基金经营成本的同时，完全不

会影响投资管理效果。

第三，有限合伙独有的税收政策，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无论是公

司制还是信托制的投资基金，均无法避



免双重征收所得税。而有限合伙企业中

仅对合伙人个人征收所得税，大大提高

了投资收益。

第四，有限合伙自由的合伙权益转

让规则，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便捷的退

出通道。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不同，LP

可以自由的转让其合伙权益甚至可以用

合伙权益出质，这为 LP 提供了自由的退

出通道。由于房地产开发周期一般较长，

能在投资同时拥有自由的退出机制，将

吸引更多投资者参加房地产投资基金的

募集。

正是因为上述优势，有限合伙制私

募房地产基金已经成为现今房地产投融

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众多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与房地产开发商对有限合伙制私

募房地产投资基金趋之若鹜之时，本文

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设立问题



根据《合伙企业法》及《合伙企业

登记管理办法》，作为有限合伙企业应

当有 2－50 名合伙人、至少有 1名普通

合伙人（以下简称“GP”）、有限合伙

人（以下简称“LP”）不得以劳务出资

并不得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GP 不得为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

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除

此之外，有限合伙制房地产投资基金设

立时还需注意如下一些问题：

1、出资问题

虽然《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企

业出资方式和数额未作限制，但是针对

房地产投资基金的特点，一般投资体量

较大，而且主要以募集投资资金为目的。

所以在设立有限合伙制房地产投资基金

时，应根据拟投资项目的情况，确定基

金的出资金额和出资份数，并且将出资

方式限制为货币。



若有限合伙制房地产投资基金拟通

过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房地产投资，在

设立时还可参照各地方对设立股权投资

企业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上海要求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包括

有限合伙制）出资金额至少人民币 1亿

元，出资方式限于货币形式，单个自然

人合伙人至少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天

津、重庆、浙江也有相类似的规定。

另外，若房地产投资基金以公司方

式设立，根据《公司法》要求，股东认

缴的注册资本必须在公司成立之日起 5

年内缴足，且首期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

资本的 20％。而根据《合伙企业法》规

定，若以有限合伙制设立房地产投资基

金，合伙人仅需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履

行其出资义务。虽然部分地方性规定对

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的首期出资有

相关规定（如：天津要求达到 2000 万、

重庆要求达到 5000 万），但并没有挂钩



式地规定首期出资必须占认缴出资的一

定比例。而且，《合伙企业法》及相关

地方性规章均没有硬性规定认缴出资缴

足的期限。因此，有限合伙制房地产投

资基金的出资缴纳方式更灵活。

2、合伙人人数问题

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

伙企业应由 2－50 名合伙人组成。但是，

房地产投资体量一般较大，若合伙人人

数限制在 50 人以内，对于每名合伙人的

资金压力很大。这会严重影响资金募集。

有人提出可以通过信托形式扩展有限合

伙制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范围。

以信托公司设立一个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信托公司以该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

出资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一个合伙人。

这样有限合伙制房地产投资基金就可突

破 50 人的合伙人数上线。但是在通过信

托模式扩展实际合伙人数时，应当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者

人数有一定限制。根据《信托公司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个

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

单笔委托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自然人

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

制。

其次，部分地方性规章被认为规定

禁止通过信托的方式参加股权投资基

金，如上海明确要求：“股权投资企业

的股东或合伙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出

资。”这条规定被部分业界人士认为是

禁止通过信托的方式运作房地产投资基

金的信号；但也有专家认为从立法精神

上看，该条规定并非为了禁止信托模式

参与股权投资企业而设。可见，业界人

士甚至工商部门对于该规定的理解存在

差异。实践中，在与工商部门充分沟通

基础上，极个别采用了信托模式参与房

地产投资基金已经在上海成功登记设



立。因此，在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前，

发起人应当和相关工商部门充分沟通，

就是否可以信托方式参与房地产投资基

金事先获得工商部门的认可后，再行设

立。

二、利润分配问题

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约定利润分配

方式。因此有限合伙的利润分配方式自

治性很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六十

九条规定，甚至可以约定将全部利润分

配给部分合伙人。有限合伙自由的利润

分配制度，能促使 GP 更好的进行投资管

理。一般 GP 作为有限合伙的合伙事务执

行者，凭借其自身投资经验，决定房地

产投资基金的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其

对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贡献并不主要表现

在资金提供上，而是主要表现在其对房

地产投资活动的把控和管理上。GP 在有

限合伙企业中的出资往往通入较少资



金，若合伙企业按出资额进行利润分配

的话，将不利于激励GP投资管理积极性，

对于整个投资基金的正常营运并不利。

因此，有限合伙制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合

伙协议一般会约定 GP 可获得 20％的利

润分配，全体 LP 获得 80％的利润分配。

这种报酬与投资基金利润相挂钩的激励

方式使GP以更主动的姿态投入到基金管

理上去。

三、内部治理机制问题

1．由 GP 执行合伙事务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GP 是当

然的合伙事务执行者。但这并不表明 GP

对合伙企业的一切问题都能单方面决

定。《合伙企业法》规定了部分决策应

当经过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但是合

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所以，为在执

行合伙事务过程中提高效率，合伙协议

可明确约定某些不会对房地产投资收益



造成负面影响，但法律规定应由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的事项，由 GP 单独决定。

这样既提高了房地产投资基金运营效

率，也不会对 LP 利益造成实质性影响。

当然，GP 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

应当遵守必要的尽职勤勉义务和利益冲

突回避义务。对于这一点《合伙企业法》

也作了明确：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

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竞业禁止）、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

交易（自我交易禁止）、不得从事损害

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除非合伙协议另有规定，竞业禁

止和自我交易禁止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的

LP 并不适用。

2．LP 的安全港（SafeHarbor）规则

问题

LP 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承担有限责任

是以其牺牲合伙企业管理权为前提的。

但是，LP 作为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



一，给予其必要的对 GP 的监督权是促使

有限合伙企业健康运营的必要条件。因

此，《合伙企业法》在明确规定 LP 不执

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

业的同时，仿效英美法系国家的安全港

规则，在《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

定了LP的部分行为并不视为执行合伙事

务，如：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

伙；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收到损害

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

起诉讼；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

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

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等等一般认

为，安全港规则所罗列的行为不直接发

生合伙企业债务，因此 LP 可以为该等行

为。若 LP 超越上述“安全港”的范围为

一些行为，则可能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为了控制投资，有的房地产投资基

金的合伙协议中会约定设立由出资较多

的 LP 组成的投资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



会对一些比较重大的投资项目作出决

议。这种约定存在被认定为超越“安全

港”范围，违反“LP 不执行合伙事务”

基本规则的可能，从而导致相关 LP 需对

外就相关交易承担连带责任的后果。

因此，在房地产投资基金内设置由

LP 组成的投资咨询委员会时，应就其职

权范围作谨慎规定，不宜规定相关重大

投资由该委员会决定，以免导致参与决

策的 LP 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若确

需设立投资咨询委员会，可以规定该委

员会可就相关重大投资项目向GP提出咨

询意见。

四、税收问题

与公司制相比有限合伙制可以避免

所得税的双重征收问题。根据《合伙企

业法》的原则性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

经营所得及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

的原则，在向各合伙人分配前无须缴纳



所得税，在分配后由各合伙人分别缴纳

所得税。根据《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合伙人是自

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根

据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关于个

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

所得税的规定》，自然人合伙人应比照

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

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 5％—35％的五

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然而，房地产投资基金合伙人的年

收益普遍较高，其中自然人LP若按照“个

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适用 5％－35％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

税，其极大部分（超过人民币 5万元部

分）从房地产投资基金中获得的收益将

按照 35％的税率纳税。相比之下，自然

人LP的纳税额比企业所得税更高。但是，

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自然人LP并不实际参

与投资基金的运营管理。要对其比照个



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

税并不合理。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颁布的地方性

规章作出了进一步规定。上海规定：执

行合伙事务的自然人 GP 按“个体工商户

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 5％－

35％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执行

有合伙事务的自然人 LP 则按“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依 20%税率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重庆也有相类似的

规定。

而天津的规定，对于自然人 GP 而言

更为优惠。对于执行合伙事务的自然人

GP 也在投资基金中出资的，根据《天津

市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办法》对其

投资收益或股权转让收益部分，仍然可

适用 20%的税率。

从这一系列地方性规章可以看出，

现阶段我国对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



金采取了对经营管理收益和股权投资收

益区分纳税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相对

较合理，也有利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

展。

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适用 5％

－35％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可以

公司名义作为房地产投资基金的 GP。这

样GP在房地产投资基金中的收益只需按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缴税即可。

——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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