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英国 拓展商机

大量中国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现已成为重要目标市场，吸引着
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众多企业。英国是欧洲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之一。作为一个拥有两千年以
上贸易历史的国家，英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最欢迎投资和具有友好营商环境的国家。这里的经济稳健强大
且增长迅速，拥有高素质水平劳动力、全球领先的创新技术和商业集群。若想发展业务，增长投资，英国
是您无出其右的选择。

在中国企业及管理层看来，英国是上佳的商业地点。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市场，英国较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其保护壁垒更

低。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英国还实施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体制，当前企业税率仅为19%。此外，英国还放宽了来自中国人士

的移民签证政策。

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广受欢迎的因素:

市场机会 

• 6,400万人口

• 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 当前为通向欧盟5亿消费者的门户

吸引人才的磁石

• 在西欧国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比

例最高

• 拥有全球6家顶尖大学中的3家

• 高技能且创新的劳动力

友好的营商环境

• 位于全球时区的中心

• 欧洲国家中税率最低国之一

• 全球领先的专业与创意服务产业

品质生活

• 一个多元，友好且包容的国家

• 更多定居与教育的选择机会

• 接触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英伦文化

与田园生活

融资便利 

• 全球金融中心

• 丰富的债务与股权融资机会

• 伦敦证券交易中心是欧洲最大的证券

交易中心

创新中心

• 获全球创新指数最高评级的世界主要

经济体

• 在科研开发领域拥有完备的激励机制

• 20国集团中最具知识密集型劳动力的

国家



英国

制定英国策略

成功的英国发展策略对于实现您的规划目

标至关重要。我们的团队专精于协助中国

企业在英设立，将与您密切合作。

我们可以帮助您：

• 评估新市场，抓住发展良机

• 规划并实施各类战略性交易，包括并

购、补强收购和资产处置

• 提供估值与尽职调查服务，支持董事

会就自身增长、并购和合资机会制定

决议

• 在拓展新市场时，我们的落地支持包

括4,700多名位于英国的专业人士、

来自欧洲各成员所超过14,000名专业

人士以及覆盖超过130多个国家的全球

网络支持

为发展提供资金

海外业务拓展的过程复杂多变。如果在拓

展伊始或过程中存在资金结构效率低下的

问题，则可能成为您实现目标的绊脚石，

且导致各种不必要的附加成本。

对此我们可以协助：

• 将您的资金战略与国际扩张计划相 

匹配

• 建议最佳资本结构，以支持您的市场

开拓战略

• 为您在英收购制定最佳融资方案， 

而不影响您的跨境资金调动

• 制定长期融资架构

• 

提高股东回报

为确保您的投资有所回报，如何保障并最

大化您在英投资收益至关重要。

我们能够：

• 在税务居籍和居民问题、海外投资策

略以及建立离岸节税架构方面为您出

谋划策

• 确保您满足英国税局(HMRC)的规定，

包括汇入英国资金相关的保护性披露

等

• 通过我们在税收和财务规划方面的专

业知识，解决各种复杂的个人、家庭

和商业问题

• 在资金提取和回遣中国方面为您献计

献策

• 由我们税收和财富管理团队为您建议

并设计最佳投资结构，规避不必要的

税负

4,700+
员工

26
办事处

180+
合伙人

致同英国



中国

管理风险合规

在欧洲，风险管理失误可能会对您的企业

带来严重的打击，并导致针对公司董事的

刑事诉讼。对此您不必过于担心，我们已

经协助多家中国企业满足各种监管要求，

服务包括：

• 确保您实现税务监管合规及对监管机

构的调查做出回应。我们亦可帮助您

在满足母公司要求和遵守相关监管规

定之间取得平衡 

• 降低欺诈、贿赂和贪污方面的风险 

• 实施控制环境，以管理海外运营的商

业和财务风险 

• 提供深入且具附加值的审计服务，从

而使关键利益方消除疑虑

• 在我们的税务专家团队与英国税局之

间建立沟通机制，帮助您确信我们正

在以最佳方式处理各项事务

优化运营流程

优化您的运营流程与运作方式可使您获得

更大的投入产出比，并且以更有效的方式

实现您的增长目标。

我们可以帮助您

• 规划您的海外税务架构以及转移定价

策略

• 通过流程再造及创新的税务规划改善

营运资本管理

• 识别各种直接节约成本的机会

• 优化财务职能部门的效率

• 在转移定价策略和控制环境等方面提

供改善建议

全面人才策略

吸引并留住人才可确保您实现发展愿景。

我们在帮助中国企业制定人才策略方面拥

有多年经验，

其中包括：

• 确保您聘用适合岗位的理想人才，并

提供合适的薪资报酬

• 针对关键员工提供基于绩效的节税薪

酬方案，例如，股份激励计划

• 在本地员工激励和养老金安排等方面

提供建议。相比中国员工，英国员工

看重不同类别的奖励机制，因此，提

供恰到好处的激励方案至关重要

• 通过创新、高效且灵活的养老金和福

利方案使您的企业成为最佳雇主选择

5,000+
员工

24
办事处

220+
合伙人

致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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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致同英国

致同英国是一家商业和财务咨询事务所，在全英设有26家办事处。我们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审计、税务和专业咨询服务，

客户包括私营和上市企业。我们是致同国际的成员所之一，致同国际是全球一流的独立审计、税务和咨询事务所组织。

中英服务组

无论您是希望向英国出口、投资或是开展商贸合作，中英服务组都能够为您提供支持。我们在帮助中国企业来英设立和拓展业务

方面拥有丰厚的经验。我们涵盖一系列全面的专业背景，包括审计、税务、企业融资和监管法规。同时，我们与致同中国合作紧

密，曾为多名客户提供共同协助。

当您与我们合作时，您将获得:

• 富有多年经验的合伙人专注给您的时间投入以及见解分享

• 致力于服务中国客户的顾问团队，包括精通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的双语专业人士

• 行业/产业专家队伍和深入洞悉

• 采用全球统一的标准工具和方法论，并提供整合式的跨境服务体验

您的顾问：

朱毅然

中资投英业务主管

电话 +44 (0)20 7184 4787
邮箱  ian.zhu@uk.gt.com

孙大圣

中英服务组首席合伙人

电话  +44 (0)20 7728 2141
邮箱  simon.bevan@uk.g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