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服务范围
James Cowper Kreston 的专业团队掌握着最前沿的知识，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
洞察力，及广泛的行业资源。在您需要时，随时随地与您并肩作战，全力协助您在瞬
息万变的全球营商环境中所向披靡。

荣获2017年
度业内权威奖项
Tolley’s Taxation
Awards “最佳国际
税务服务团队”

我们具有战略高度的团队，工作模式灵活迅捷，时刻准备好为您提供高效、实用、物
超所值的服务：

James Cowper Kreston 的国际服务团队经验丰富，提供高品质的咨询，有效提升企业的效率。
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络我们：

Sharon Bedford

Andy Cowie

邮箱：sbedford@jamescowper.co.uk

邮箱： acowie@jamescowper.co.uk

座机： +44 (0)1865 861166

座机： +44 (0)118 9551043

Robert Holland

Nick Rogers

邮箱： rholland@jamescowper.co.uk

邮箱： nrogers@jamescowper.co.uk

座机： +44 (0)1635 35255

座机： +44 (0)118 959261

Sarah Robert

林晴 Qing Lin

邮箱： srobert@jamescowper.co.uk

邮箱： clin@jamescowper.co.uk

座机： 44 (0)118 9590261

座机： +44 (0)118 9551043

企业筹资

会计服务

我们拥有强大的资源和覆盖面广阔的专业人脉网络。 James

根据业务的需要，许多企业并未雇佣内部的会计师，也没有设

Cowper Kreston 与英国境内的各家银行皆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立内部的会计部门，而将部分或全部的财务及规管职能外包

可为您介绍合适的当地银行。如果您寻求在英国为您的企业进行

给 James Cowper Kreston 会计行。这是非常普及并有效的一

筹资，我们还可以提供合适的贷款渠道，为您的企业在海外扩张

种方式：我们将这项服务作为协助企业稳步发展的重要职责之

助上一臂之力。我们同时也可以协助您制定商业计划，甚至陪同

一。James Cowper Kreston团队完全可以胜任符合英国现行监

会见资金方。如果您的企业需要运用组合基金方式进行融资，

管、法律和税务申报制度的专项工作，以便让企业管理者将更多

我们也可以针对在海外借贷中可能产生的“税收问题”和“减税机

的精力放在发展和壮大业务上。（更多关于税务服务的详情请见

会”等方面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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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Peal

寻求合作方

员工招聘

座机： +44 (0)118 959261

James Cowper Kreston 已经为全球各行各业、不同规模的企业

员工招聘和留用是商业成功之关键所在。在英国，您的企业在雇佣

成功落地提供了高效周到的服务，并且一直以来协助其稳步发

员工方面，可能会面临因为其文化和制度差异而带来各种不便；您

展。通过我们细致入微的搜寻并推荐适合企业的合作方（包括但

也可能希望将现有的员工带来英国。James Cowper Kreston 通过专

不限于律师、银行、翻译人员、招聘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专业

业的知识及遍布英国各地的关系网，完全可以妥善解决雇佣英国本

机构），使得企业得以更顺利地融入当地市场、更便捷地建立并

土员工、及海外派遣员工的各类繁复的挑战：诸如签证许可、劳动

发展自身业务。

合同、外派任务的开销计划及招聘顾问对接等。

微信： 2323961691
邮箱： apeal@jamescowper.co.uk

Meera Rajah
邮箱： mrajah@jamescowper.co.uk
座机： +44 (0)1635 35255

办公选址服务
不论您是希望寻找一个灵活度高的工作地点，还是一个长期稳定
的办公场所，我们会为您介绍既了解市场又可靠的地产专家，协
助您找到合适的办公场所。

投资
英国与欧洲
的无忧通道
网站：

www.jamescowperkreston.co.uk
微博： jamescowperkreston

为您的企业获得成功保驾护航

扎根本土，放眼国际，收获成功
James Cowper Kreston 是一家由注册会计师和商业顾问组成的业内顶尖咨询事务
所，在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共有六大分所。由于地处英国最具战略地位和活力的地区，
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平台将助您突破业绩新高。我们核心客户群体的营业额在

英国—您的理想投资目的地

100万至3,000万英镑不等，同时，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为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

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

引人注目的商业地域优势

专业的税务咨询

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其中包括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甚至包含资产达10亿英镑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英国的商业便利程度居欧洲之首，高于欧

英国是世界商业中心，毗邻欧洲大陆、美国等工业化发达的国家。

近些年来，英国一直保持着低税制的商务环境，以利于商业发展

James Cowper Kreston 的税务专家团队还可以就其他税费问题方

大型集团。

洲平均水平的一半。同时，由于英国简明清晰的企业法律制度，

此外，英国是世界上最大且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之一。

和吸引外国投资。同时， 英国具有世界上最广泛的避免双重征税

面提供咨询服务：如增值税（欧洲的营业税）、关税和员工社保

协议网络，对公司内部选择购买股权的灵活税收政策使英国成为

等相关问题。

世界银行还将其列为“世界七大良好营商环境国家之一”。
James Cowper Kreston 强大的本土和全球资源使我们得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各等

欧洲中最支持企业发展的国家之一。 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英国成

级的服务。我们覆盖各个领域的专业团队使我们在各行各业都拥有敏锐、精准的市

高级人才的摇篮

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者

为一个对海外投资者极具吸引力的国家。目前英国的企业所得税

企业融资服务

场策略知识储备。作为一家全球独立会计师和商业顾问的会计师事务所联盟 Kreston

英国在G20全球“创新指引”中排行第二。同时，全球最好的十所

英国是世界上科技公司产值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科技研究质量

率是欧洲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此外，英国企业的社保税负亦低

James Cowper Kreston 会计事务所为全球的企业提供专业高效的
融资服务，拥有良好的业绩记录。我们的融资团队拥有超过60年

International（克瑞斯顿国际）的主要成员之一，我们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拥有值得

高校中就有四所位于英国。在西欧，英国是大学学历或同等水平

仅次于美国。在世界大学前20强排行榜中，英国占据4席，在前

于许多欧洲邻国。一般来说，海外公司往往通过英国子公司或注

信赖的专业渠道，并且与他们通力合作，助您朝着理想的企业发展方向扬帆前行。

学历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200强中英国占据32席；在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中，英国

册分支机构的形式在英国运营。这些不同的商业模式意味着不同

的经验：仅仅在过去三年半，便成功地完成了超过60笔交易，总

占据约14%的份额；在全球1400多家研发支出最多的跨国企业排

的税收、法律和监管要求。James Cowper Kreston 的税务团队被

价值超过5亿英镑。这些交易涵盖的范围广泛：包括代表买方、

行榜中，英国拥有的企业总数排在全球第四位。

业内公认为是最富经验的团队之一，并且得到了英国税务部门和

或者卖方完成各类交易，其中许多交易涉及跨国业务，以及帮助

投资者的定心丸

各个商会的广泛认可。通过我们的优质团队，企业主将获取最具

多家企业的国际业务在AIM市场上市。通过我们雄厚的专业知识

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吸引的外资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

洞察力的专业策略方案，以实现最大化的合法减税目的。

和广泛的行业理念，针对客户的融资需求，我们提供的方案令企

一站式服务
James Cowper Kreston 在英国六处重要商业城市，包括伦敦，均设有分支机
构。我们拥有跨领域专业人才超过200人，专家团队具备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可为您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企业的初创期开始，便与其稳步快速
成长相伴左右。随着企业发展目标的变更，我们的专业团队也同时配合您调整

多。英国是欧洲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之一，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劳

稳定的法治环境

动者极具吸引力。

由于英国采取协商的方式立法，因此对于企业而言，鲜有不确定

企业在初创和后续的发展壮大阶段，所面临的国际税负很大程度

的交流，深入了解企业的需求，并确定交易的关键业务环节，从

性。英国法院判决虽遵循先例，但其在适用先例时可根据现代商

上取决于其企业架构。James Cowper Kreston 的税务专家可就以

而得以提供完善的商业解决方案。我们认为，根据每个客户的不

业的需求进行灵活调整。

下一系列税务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同需求，为其量身定制关键的具体计划和方案，才得以确保其务

商业策略，评估风险，把握时机，助您更上一层楼。
James Cowper Kreston 的员工不仅拥有扎实的专业能力，还时常在各个大型
商业评选中，屡屡获得奖项或被提名。为使我们的团队成员们实时掌握最新的
行业动态，我们不惜成本持续投资，提供各种前沿式培训。我们的团队将与您
紧密合作，帮助您及时获取所需资讯：无论您选择何种商业途径，我们都随时
待命、伴您左右。
与每一位客户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初衷，为此，James
Cowper Kreston 注重并且强调工作方式的透明性。与全球最具规模的会计行
相比，我们的服务水准不相上下，提供的报价更极具竞争力（服务价格及内容
将会与您提前商定，保证其可行性和适用性）。在您决定选用我们的服务以
后，我们即刻配备一名专业人士，为您提供尊享一对一的精准商业顾问服务，
并与您定期保持密切联系，协助您的企业发挥独特优势，确保您的项目进展顺

业家安心无忧：这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便与企业主进行细致入微

具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

实性和精准性，从而使得项目圆满高效地完成。

英国最高的企业税率为19%。从2020年4月1日起的财政年度，英

如何设计优化的企业架构
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英国的减税政策

国将进一步将主要的企业税率削减至17%。此外，研发类成本还

企业发展最大化：首选英国

■

将获得230%的税收减免。英国的劳动力成本同样也低于德国、

在选择英国作为您的企业发展最大化的目的地时，不论您的企业

■

如何确定公司内部价格调拨

法国和意大利。

是处于哪个阶段，也许是初来乍到，或者已经进入稳健运营，

■

在英国的运作应当实现哪些职能

James Cowper Kreston 完全有能力提供强有力多元化的专业支

■

多少收入应当被计入英国的税负中

持，助您的企业发展节节登高。

沟通交流的领军
英语是全球通用的商业语言, 这意味着英国企业在国际交流时拥
有天然优势。同时，英国不仅是G7 集团国家 （成员国包括美
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中宽带网络分
布最广泛的国家，还是世界上信息和通讯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

共同申报准则

利、成功推进。

作为G20成员国之一，中国自
2018年起加入了“共同申报准
则”（“CRS”）。CRS是为了抵
御税收欺诈而设立的各国税务
部门间税务信息共享的国际
信息准则。

我们为客户持续的辛勤付出收获了高达95%的客户满意度。

六大分所位于：
伦敦
牛津
南安普顿
泰晤士河畔亨利
纽伯里
雷丁

■

地处商业活力
的核心地带

英格兰南部包括了英国大部分商业最具活力的区域。该地区交
通四通八达，世界级高校林立，高级人才和知名企业随处可
寻。这里也是英国最大的科技产业中心，吸引了如谷歌、微
软、亚马逊、沃达丰等国际科技巨头。栖身于此的中小型企业
也同样具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