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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地选择合适的专业顾问满足您的业务期望绝非易事,我们的市场专家可
确保为您在英国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

Saffery Champness提供的服务是个性化和积极主动的。我们的合伙人是与您的企业之间首要的联络人，协调我们
在英国或海外为您提供的所有建议和服务。

您还将了解我们为之骄傲的团队。我们是英国最佳雇主之一，并获得了人才投资者认证，拥有业内最优秀的专业人才。 

我们拥有卓越的专业水平、对客户服务追求达最高水平、持续学习的理念以及对特定市场领域的关注都是客户推荐我
们的原因。

公司独特的文化和与客户的关系以四个主要价值观为基础：

与Saffery Champness合作

 专业、支持和真诚，与Saffery Champness合作非常
愉快。  
 
英国审计客户财务总监我们在业务所有

领域实现 最高质
量的服务

我们致力于实现或
超越客户期望

我们履行承诺，始
终正确行事。

团队合作，共享知识
和想法，秉持合作
精神相互支持。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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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英国最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根据服务费收入） 

公司拥有九个英国办事处和
五个国际办事处

公司是尼克夏国际的成员，与全球122个国
家的最优秀的顾问合作

公司团队拥有81位合伙人和700
多名员工，供职于各个办事处

est.1855
公司非常重视传承，在英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

务的历史已有160多年。



在英国成功创业

投资论证 
第一步是为进入英国市场建立强有力的投资论证。您将需要准备一份业务计划、说
明关键信息，例如市场机会、如何融资以及现金流预测等等。以上都是投资论证重
要的预备工作，但我们认为进入战略是初始投资融资预测的关键。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
 y 审阅业务计划
 y 协助现金流预测
 y 进行风险和准备情况评估
 y 对英国融资提出建议

进入战略 
您进入英国市场的战略取决于机会和您的风险偏好，有关选择包括与进口代理机构或
英国分销商签订合同、与已建立英国业务的企业合资、合并和收购等。同时您将需要
考虑目标市场的战略重要性，可用投资水平以及业务计划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尽早取
得专业建议十分重要。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
 y 对每种战略的税收影响提供建议
 y 进行并购尽职调查

公司结构
您将需要根据现在和未来的业务需求确定公司结构。每种结构在成立流程、税收、利
润分配和个人责任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公司结构也可随业务增长而变化。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
 y 对可用的公司结构提供建议，包括潜在低成本初始市场渗透结构
 y 对可用的业务结构的优劣势及其变化提供建议
 y 英国和统一报告标准的报告要求
 y 对英国和跨境税收问题提供建议，包括劳动力跨境流动、转移定价、利润汇回、资

金、退出计划、增值税和控股公司结构。

注册
您可以以不同的方法将您的业务扩展到英国，若您决定通过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
营，则需要开设合法业务并及时通知相关的监管机构。一般企业在提交所有文件后的
48小时内在公司注册局（Companies House）注册成立，或者您只希望为您的海外
公司在英国设立营业地点，这样的话您将收到在英纳税人编号，并且需要在开展业务
后的三个月内为您的企业注册公司税。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
 y 在公司注册局注册
 y 为您注册公司税/人工税
 y 为您注册增值税

银行账户
若要注册增值税，则需要为您的企业开设一个英国银行帐户。开立银行帐户流程耗费
时间，因为要执行反洗钱程序，以确保您的公司有资格开设公司银行帐户。也有些海
外企业在英国刚开始营业时未开设英国银行帐户。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
 y 向您介绍本地的银行经理
 y 协助账户开立

会计
所有英国企业必须保留会计记录，只有一些在英国注册营业地点的海外公司拥有豁免
权。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
 y 选择并实施符合英国标准的会计系统
 y 选择适用的会计政策
 y 提供外包簿记服务。

聘请员工
拥有高水平的员工队伍将会是您成功的关键。在英国聘用人员时，您需要了解英国就业
法的规定。若您计划将自己的海外员工调往英国，则需要考虑相关的签证要求。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
 y 为您的企业注册成为PAYE计划雇主
 y 审查就业安排
 y 对从海外借调的员工的个人税收影响提供建议
 y 对社会保障缴费、员工激励和养老金等提供建议
 y 为您介绍就业法专家
 y 为您介绍招聘和猎头公司。

规划 实施



随业务发展为您提供持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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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公司以后您将有越来越多的财务报告须要准备，这些将会加重您和公司董事的工作负担。我们能为您提供各种持续的业务支持服务，让您有
时间专注于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我们希望您在英国成立公司和每个商业周期的阶段，都可以得到我们专家团队持续的支持。

1 | 专业人士介绍
我们可为您介绍银行、法律、保险和房产的专业顾问。

2 | 簿记和会计服务，包括增值税申报准备
我们的服务可灵活满足您的要求。您可以在公司成立时使用我们
的短期方案，也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持续服务。

3 | 薪资和福利
我们可代表您回复税局（HMRC）的查询，以及为您的会计部门
生成报告、工资单，支付员工工资，支付第三方（如HMRC）和
养老金提供商。

4 | 公司税务合规
我们了解合规、及时纳税、通过适用减免降低实际税率的重要

性。

5 | 税收优惠，包括研发税收抵免、资本补贴和专利盒
我们可以为您管理英国公司的税收风险，我们公司税务专家将会
与您紧密合作，例如研发税收抵免、资本免税额和专利盒等，为
您争取最大程度地减免税收。

6 | 法定账目准备
我们知道准确的财务报表是尤为重要的商业工具。我们致力于了
解您的业务，并及时了解和报告任何当前财务法规的变化。

7 | 资金
在英国开展业务时，您可能需要为业务筹集更多的资金。我们的
企业金融团队可与您一起实现您的融资目标。

8 | 审计和鉴证（若适用）
通过我们合伙人主导式服务，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审计和鉴证服
务。我们为您提供切实高效的流程。

9 | 公司秘书服务
根据英国公司的法律义务，我们的公司秘书团队可与您合作，确
保您的英国公司遵守英国法规

10 | 对董事和企业所有者的个人税务提供建议
随着税收居留测试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可以提供广泛的建议，
确保您消除个人税务隐患。

11 | 退出战略 
您有可能需要考虑如何把英国业务出售 - 我们的企业金融团队可
与您合作，帮助您争取最大化的出售价值并为您最低化交易中的
各种压力。



Our offices 我们的办公地点
Bournemouth 伯恩茅斯

Midland House, 2 Poole Road, 
Bournemouth BH2 5QY 
T: +44 (0)1202 204744

Bristol 布里斯托

St Catherine’s Court, Berkeley Place,  
Clifton, Bristol BS8 1BQ 
T: +44 (0)117 915 1617

Dubai 迪拜

812-A, Level 8, Liberty House  
DIFC,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 +971 (0)54 721 3888

Dublin 都柏林

99 St Stephen’s Green, 
Dublin 2, DO2 V278, Ireland 
T: +353 (0)1 525 5440

Edinburgh 爱丁堡

Edinburgh Quay, 133 Fountainbridge, 
Edinburgh EH3 9BA 
T: +44 (0)131 221 2777

Geneva 日内瓦

Rue de la Confédération 5, 
1204 Geneva, Switzerland 
T: +41 (0)22 319 0970

Guernsey 格恩西岛

PO Box 141, La Tonnelle House,  
Les Banques, St Sampson, 
Guernsey GY1 3HS 
T: +44 (0)1481 721374

Harrogate 哈罗盖特

Mitre House, North Park Road, 
Harrogate HG1 5RX 
T: +44 (0)1423 568012

High Wycombe 高威科姆

St John’s Court, Easton Street,  
High Wycombe HP11 1JX 
T: +44 (0)1494 464666

Inverness 因弗内斯 
Kintail House, Beechwood Park, 
Inverness IV2 3BW
T: +44 (0)1463 246300

London 伦敦

71 Queen Victoria Street,  
London EC4V 4BE 
T: +44 (0)20 7841 4000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Trinity, 16 John Dalton Street  
Manchester M2 6HY 
T: +44 (0)161 200 8383

Peterborough 彼得伯勒

Westpoint, Peterborough Business Park 
Lynch Wood, Peterborough, PE2 6FZ 
T: +44 (0)1733 353300

Zurich 苏黎世

Olgastrasse 10,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T: +41 (0)43 343 9328

联系我们 
若您想了解在英国开展业务的更多信息，请
联系您的Saffery Champness合伙人或发
送电子邮件至：info@saffery.com。或扫
描以下二维码加我们微信。

This briefing is published on a general basis for information only.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nd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investment advice nor a recommendation to subscribe to, purchase, sell or otherwise transact in any security or financial instrument. No liability is accepted for errors of 
fact or opinion it may contain. Professional advice should always be obtained before applying the information to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briefing by external parties are their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Saffery Champness LLP. Saffery Champness LLP 
is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registered in England and Wales under number OC415438 with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71 Queen Victoria Street, London EC4V 4BE. The term “partner” is used to refer to a member of Saffery Champness LLP. Saffery Champness LLP is regulated for a range of 
investment business activities by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J8427. © Saffery Champness LLP March 2021.  

 
Saffery Champness LLP is a member of Nexia International, a leading, global network of independent accounting and consulting firms that are members of Nex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Nex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company registered in the Isle of Man, does not 
provide services to clients. Please see the Member firm disclaimer for further details. 

www.saffery.com

https://nexia.com/member-firm-disclai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