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业务部
为中资企业服务

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业务部
90多年来，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
始终致力于帮助客户拓展业务，并已经
与各类中国企业合作超过十年。
我们位于伦敦和东南地区的约70名合伙
人和600多名专业人士致力于支持企业
蓬勃发展。
摩尔全球联盟（Moore Global
Network）是全球主要的会计和咨询联
盟之一。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作
为摩尔全球联盟旗下一员，已经与112
个国家、600个地点的同盟会计师事务
所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诚
邀客户共享此联盟所提供的丰富资源与
强大实力，助力客户拓展全球业务。在
摩尔欧洲旗下的各个事务所的支持下，
我们帮助许多中资企业通过以英国为中
心，进军欧洲市场。
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商业专长和客户
同理心，我们已经帮助许多中资客户开
拓和发展国际业务，并取得了亮眼的成
绩。

我们是英国政府国际贸易部所推荐的会
计所之一，也是伦敦官方外商投资促进
机构伦敦发展促进署的首选会计合作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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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在英国的企业初始创建及后续合
规所提供的服务包括：
•

公司架构与成立

•

办事处注册及公司秘书服务

•

税务合规与咨询

•

转移定价

•

雇员薪资管理

•

簿记与会计服务

•

审计与年账

•

人力资源咨询

•

公司和商业法律服务

我们还提供一整套的企业金融服务：
•

筹集资金

•

并购与合资

•

尽职调查

此外，我们为高净值人士服务的团队也
为许多中国公民提供以下领域的税务和
法律咨询服务：
•

外派员工税务及社会保障

•

国际流动员工的税务合规和咨询服务

•

高净值人士的全球税务筹划

•

在英资产的英国遗嘱订立

•

户籍状况及其税务影响

•

在英业务的代理授权

•

在英资产的遗嘱认证和管理

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部

机构遍布

112个国家
我们是英国中国商会成员
摩尔全球会计与咨询联盟旗下的独立成员事务所

英国会计师时代
50+50百强榜名
列

伦敦和东南地区的所有
会计师事务所中名列

13 第13位 10

第10位
商业合作伙伴：

在英国从事会计与
咨询业务超过90年

与中国企业
合作十余年

30000+
摩尔全球联盟雇员总人数逾三万

38

个英国办事处
我们帮助许多中资企业通过
以英国为中心，进军欧洲市
场

摩尔全球联盟 - 中国
Moore中国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摩尔全球联盟的中国成员事务所。
它是中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也是中国首批获
准从事H股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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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财政部大型中国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
点事务所。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部
将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密切合作。

将业务扩展到英国
在英国开设公司富有挑战性。采取正确的方法可以确保您的企业符合英国合规要求，并为长期成
功奠定基础。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服务团队与全球各类国际企业合作，助力他们顺
利地在英国开展业务。我们的全方位服务在以下服务清单中足以体现。

注册成立公司
英国实体类型
我们的税务专家可以
帮助您确定最佳的企
业架构。

注册办事处
我们可以担当您公司
的注册办事处或帮助
您选择注册办事处。

董事和股份
我们的公司秘书服务
和法律团队可以帮助
您委任董事和发行股
权。

转移定价和增值税注册

管理您英国公司的账簿
与会计记录

会计参照期
我们可以帮助您把会
计期调整到与母公司
的一致。

簿记与会计
企业银行账户
我们可以协助推荐相
关银行为您开户。

我们的税务专家可以
确认您的企业所需的
税务合规安排与需求。

我们可协助您公司的
会计团队管理账簿与
会计记录，或由我们
的外包专家替您全面
履行这项职能。

聘请雇员
税务和责任保险
我们提供的雇员薪资
管理服务帮助您处理
雇员薪资预扣所得税、
雇主和雇员的责任合
规事项。

养老金计划和雇员福利

我们的雇员薪资专家
可以就相关养老金计
划、雇员福利和理财
管理为您提供建议。

雇佣合同和员工手册
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
和法律顾问可以为您
起草此类文件，保证
法律合规性。

借调雇员税务筹划
我们的税务专家可以
确保您的海外雇员正
确缴纳相关国家税务。

税务与会计事务申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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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申报
雇员薪资和养老金

按年申报
确认声明报告

按季申报
增值税

法定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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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
审计

我们的雇员薪资、增
值税、税务会计和审
计专家可以帮助您遵
守所有法定的报告要
求，确保您正确及时
地提交所有文件。

热议话题小贴士
在英投资的海外投资人
我们致力于服务国际企业在英子公司和分
支机构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根据我们的
经验和相关研究显示，外商投资企业仍错
失一些极为宝贵的发展机遇，并对在英经
营过程中的某些合规义务有所疏忽。以下
是几个经常易于疏忽的重要议题，但并未
包含所有的议题。
企业架构
许多外资母公司在设立在英分公司的建构
之初，并没有采纳恰当的建议。一般默认
的选择是选择以全子公司的身份成立一家
英国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
下是合适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成立英国
分部或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或许更为恰当。
同时还应对企业架构保持复查。随着时代
变化，经营策略和运营环境不断发展，最
初适合英国企业的做法未必就是目前最好
的选择。
审计义务
如果一家集团的年营业额、总资产或雇员
人数超过一定水平，或者集团旗下有上市
公司，那么该集团的英国实体公司的财务
报表必须进行审计。然而，许多外商投资
集团仍然单独编制其英国子公司业绩账
目，误以为此类账目无需审计。因此，跨
国企业需要意识到其业务所在国的审计义
务各不相同。
短期赴英工作
如果非英国雇员赴英不超过6个月，除非他
们遵循短期商务访客的规定和申报义务，
否则这些雇员的工资即使是由英国境外支
付，仍需按照英国就业税收制度缴税。英
国税务、支付和海关当局，即英国税务及
海关总署（HMRC）已宣布将其重点关注
这方面事项，因为当局怀疑这方面存在大
量不合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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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雇员生活津贴
对于短期外派到英国的雇员，根据某些税
收规则，在满足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
（HMRC）事先达成的预定比例协议的情
况下，可对其特定生活费用的报销金额免
税及免缴国民保险。多年来，我们见证了
太多的雇主错过了这些优惠政策。而另有
一些雇主则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有误，将家
庭相关费用或营业外开支纳入其生活费用
申报范畴，从而带来缴税不足的风险。
外派雇员的国民保险豁免
通常情况下，临时赴英工作的雇员及其雇
主均可享受一定时段的国民保险豁免，时
间长度视雇员原籍国不同从1年至5年不
等。如未能正确申报或理解这些豁免政
策，会为雇主带来一笔不必要的重大损
失。此外，雇主还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与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HMRC）沟通，
要求归还多付的款项。
国家最低工资（NMW）/国民最低生活工
资（NLW）
出于国家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工资的考
虑，支付给借调员工的大部分津贴都不会
被计作工资。因此，主要支取生活津贴的
高收入雇员，领取的薪水却可能低于法定
最低工资标准。英国税务海关总署
（HMRC）对国家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工
资合规采取的强硬态度合乎情理，他们将
公布所有违规企业名单，这可能对企业构
成公关危机，雇主需慎防卷入其中。
雇主责任险
根据法律规定，英国雇主应当至少投保
500万英镑的雇主责任险。如未履行该义
务，将会面临大额处罚。

热议话题小贴士

英国境外服务增值税
当海外母公司向其英国子公司提供服务
时，发票通常不包含英国增值税。然而，
根据反向征收增值税的规定，服务接受方
通常必须自行申报缴纳这笔增值税。对于
大多数公司而言，这只是一项行政工作，
但如果英国企业无法完全收回其增值税支
出，这确实会为其在英国的经营增加额外
成本。

合规报告
英国出台了许多制度，根据这些制度，企业
必须在其网站上公布相关信息，包括性别薪
酬差距报告、反奴隶制和人口贩卖声明以及
税务战略公示。对于超大型跨国集团的子公
司，其信息可能未显示在官网上，但仍需遵
从各个所在国的报告要求。凡未依法明确自
己的义务并进行报告的，都可能面临罚款及
负面公关影响。

股票期权和类似股权激励
股票期权和诸如受限股票单位（RSU）等
奖励，其税制及在线申报非常复杂，经常
被误读。员工如在行权等待期内曾在英国
工作一定时间，那么被授予的每份期权都
有需要缴纳税金、国民保险金或履行申报
义务的可能。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如果您希望在英国开展业务，了解《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GDPR）的要求十分重要。任
何与欧盟公民有业务往来的组织都必须遵守
GDPR对数据保护的严格规定。GDPR会影响
一个组织如何与受众沟通、如何处理客户个
人数据以及可与谁共享数据等问题。它将与
现有的《隐私与电子通信条例》(PECR)一同
执行。具体来说，《隐私与电子通信条例》
主要涉及公司如何处理电子通信问题。

英国养老金
外商投资企业经常无法正确理解英国的自
动加入养老金计划中“在英国正常工作”
的含义。因此，他们最后可能错失让员工
自动加入该计划，或是加入了却支出了不
必要的款项。
海外董事
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只任命不在英国
居住的个人为其英国子公司的董事。虽然
英国公司法许可这一做法，但当依据英国
税收协定进行索款时，该做法便可能引起
问题，因为如果该英国公司是由境外人士
管理控制，税收协定便不会将其定义为英
国的纳税居民，也就是说，该英国公司将
无法享受英国税收协定联盟所带来的优
惠。此外，如果该英国子公司在原籍国被
视为纳税居民，还可能会引发原籍国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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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非薪资工作规则
如果一家企业与承包商合作提供服务，这家
企业应当确定其所合作的各承包商的雇佣状
态。根据英国税务机关发布的规定，企业需
要履行额外的管理和报告义务，确定承包
商的雇佣状态。这对企业来说可能既繁琐又
耗时，尤其是在企业有多个承包商提供服务
的情况下。我们为此创建了一份检查清单，
指导您按照所需的步骤，确定承包商的雇佣
状态、理清非薪资工作规则的风险。
如果您需要我们提供以上议题的指导，请随
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我们的团队
Jon Sutcliffe 在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他深厚的行业知识结合 大华国
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广泛服务，使他能够有效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咨询与服务。Jon为
客户提供的会计专业知识包括为各类企业提供税务结构咨询、审计、融资等范围。
Jon拥有广泛的人脉，并在与国际企业交流方面具有深厚的经验。他对于国际企业与各个文化备
有深入的理解，并擅长与国际客户沟通。这使他能够适当地处理不同的交流情况，并在必要时
引入合适的第三方专家。

Jon Sutcliffe
中国业务部
合伙人

Jon 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热衷于了解每个客户的商业需求和驱动因素，并就客户所面对的个别
挑战提供指导，协助客户解答疑问。他曾担任英国商业天使协会（British Business Angels
Association）的理事，也曾为伦敦商业天使联盟提供指导（London Business Angels）。

Nick Winters 是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科技领域首席合伙人。他在服务科技领域企业
方面具有深厚的经验。他为各个类型的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咨询与服务，包括战略咨
询、审计、研发税收抵免、并购等范围。他也是伦敦科技倡导者 倡议（Tech London
Advocates）的成员之一， 并为多家英国科技企业加速器提供指导。

Nick Winters
中国业务部
合伙人

除了科技领域外，Nick对房地产领域和生活性服务业也有深入的理解。他也是一家英国生活
性服务业集团的主席。Nick是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ATOL会计申报准则的合格会计
师。对于旅游业的客户而言，Nick对于该领域的深入理解和ATOL会计申报准则的知识颇为
重要。
Nick在服务国际企业方面经验丰富。他是伦敦发展促进署 （London and Partners）企业成长
计划和伦敦市长国际商业计划的导师，为多家欲在英国开展业务的海外企业以及欲在海外
开拓业务的英国企业提供相关咨询与指导。

Alice 擅长为中国投资者协调各类需求，对帮助他们在英创建企业富有经验。她精通于房地
产投资、批发进口、绿色能源、外资子公司及非盈利领域等方面的客户合作。作为拥有20多
年经验的特许注册会计师，Alice 专业功底深厚，熟谙国际公司的合规义务。她不仅擅长为
不同客户处理审计、管理报告及税务问题，并能为各种企业功能提供全方位支持。

黄瑞萍 (Alice)

Alice中英双语娴熟，并通晓粤语和闽南语。她在工作中注重成果，讲求实效；富有亲和力，
是耐心的聆听者；尤其擅长于打造培育融洽高效的国际合作关系。

中国业务部
高级经理
Winnie 在协助公司的国际发展方面持有丰富经验，并专精于帮助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
公司在英国设立分部拓展业务，同时也协助英国公司到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开展业务。
在过去的十年中，Winnie 曾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中任职不同的岗位，致力于协助中小型企业及
跨国公司开拓新市场，并就客户的需求提供相关支持。她对金融和专业服务，技术和教育领
域的企业有深入的理解。

萧小梅（Winnie） Winnie 曾在中国和东南亚生活与工作，能说流利的英语、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话。她非常
熟悉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与工作方式，，这使她能够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关
中国业务部
销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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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和领域
与我们合作意味着您会与深谙您的行业领域的资深专家合作。在情况不甚明朗之
时，我们的专家可以助您找到前进的道路。
以下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与行业领域：

服务
• 审计服务
• 董事会咨询服务
• 簿记与会计服务
• 商业洞察
• 企业筹建服务
• 商业战略与咨询
• 慈善募捐与管理

• 云会计
• 公司出售与另类投资（AIM）市场首次公
开募股 （IPO）

• 雇员薪资管理
• 养老金管理
• 利润再投资
• 研发税收抵免
• 风险评价管理
• 股票期权

• 继任规划
• 税务规划、合规和咨询
• 估值
• 增值税规划
• 理财规划

• 公司秘书服务
• 公司架构
• 合规与担保服务
• 数据保护（GDPR）
• 尽职调查
• 企业投资计划和种子企业投资计划

• 雇主服务
• 财务预测
• 财务规划
• 法务会计
• 筹资和企业成长资本
• 企业治理和董事会咨询
• 企业发展咨询
• 人力资源咨询和外包
• 独立财务建议

• 破产服务
• 国际业务扩张
• 外商投资
• 法律咨询
• 管理层收购
• 合并与收购
• 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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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 汽车
• 慈善
• 教育
• 金融服务
• 医疗保健
• 休闲、酒店和旅游
• 媒体
• 制造、运输和物流
• 专业服务
• 房地产
• 航运
• 体育
• 科技
• 行业协会

大华国际英国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业务部
萧小梅（Winnie）
中国业务部销售主管
微信：Winnie_Seow
邮箱：wmei@mks.co.uk

黄瑞萍（Alice）
中国业务部高级经理
微信：huangruipingFCCA
邮箱：aliceooi@mks.co.uk

Jon Sutcliffe
合伙人
邮箱：jsutcliffe@mks.co.uk

Nick Winters
合伙人
邮箱：nwinters@mks.co.uk

Sian Rudling
国际业务拓展高级助理
邮箱：srudling@mks.co.uk

联系我们
英国电话：
+44 (0)20 7566 4000

邮箱：
pd@mks.co.uk

办事处：
伦敦金融城、希斯罗、雷德希尔、
罗姆福德、圣奥尔本斯、伦敦西区

www.mk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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