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英国设立公司 - 您需要考虑
什么问题？

企业缴纳的公司所得税是多少？

不论公司规模如何，目前英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0%，适用于
到 2017 年 3 月 31 日截止的纳税年度。

政府已宣布将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将公司所得税税率降至 
19%，到 2020 年 4 月 1 日将进一步降至 17%。

如果一个机构出现亏损，那么该亏损可由母公司的利润抵消，或
者在英国结转亏损以抵消在英国产生的未来利润。同样的抵消机
制适用于同属一个集团的情况，即英国公司有 75% 或以上的股份
为母公司所有或母公司与其他企业共有。

如果母公司控股低于 75% 的英国分公司出现亏损，只能结转亏
损，并由同一交易的未来利润抵消。它无法抵消母公司利润。

如果在英国成立控股公司将会怎么样？

英国极具竞争力的税收立法意味着这是一个成立控股公司的绝佳
地点。

如果英国公司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同时这些股份在随后被售
出（至少持有一年），那么将免征由此产生的收益，只要该公司
至少持有所出售公司股份资本的 10%，同时它是一家贸易公司或
贸易集团的一部分。

此外，基本上对英国母公司收到的所有股息免征税，无论是来自
英国或海外。

英国还不会对公司向其股东支付的股息征收预提税，无论它们在
英国或海外。 

英国还拥有广泛的双重税收协定网络。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英国成为成立控股公司的绝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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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UK) 继续成为全球最热门的外国投资地点之一，再度被评
为欧洲国家中对外直接投资1的首选目的地。

但是，如果您想在英国设立公司，必须考虑一系列问题。本文件
将向您介绍我们遇到的常见问题，并为您提供有关的实用信息。

应采用哪种类型的商业结构？

不同类型的商业结构各有其利弊，因此没有对错之分。一切都需
视您的具体经营情况和需求而定，下面简要介绍主要商业结构：

机构（海外业务的一个分支）
• 不是单独的法律实体，而是海外母公司的延伸
• 不承担在英国经营的有限责任或绝缘防范
•  若在英国设立了常驻机构，会对该常驻机构的利润征收公司所

得税
•  必须依照英国公司法，在英国工商局登记母公司账户，便于检

查，即使这些账户在海外不可公开使用

有限公司
• 承担在英国经营的有限责任和绝缘防范
• 长远看来就是本土企业
• 必须为公司利润缴纳公司所得税
• 必须在英国工商局登记英国公司账户
•  如果整个集团的收入超过以下三项标准中的任意两项则必须审

计账户：经营收入 > 1020 万英镑；总资产 > 510 万英镑；员工
数 > 50 人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LLP)
• 股东（合作伙伴）承担有限责任
• 利润分配给各个股东，然后向个人征收这些利润的所得税
•  税收管辖权及如何对利润征税取决于股东的税收居所及有限责

任合伙公司 (LLP) 的利润来源 

   1  UKTI 对内投资报告 2014/15



如果在集团公司之间进行跨境交易呢？

英国遵循全球公认的转移定价 (TP) 规则，其中联营公司之间的跨
境交易和财务交易必须基于正常的交易关系。

其价格和条款应是一样的，就如同交易是在完全独立的各方之间
进行的一样。

TP 规则覆盖的联营公司之间的典型交易包括：

• 销售和购买货物
• 提供管理服务
• 财产租赁费用
• 转让无形资产，如商标、专利权等
• 分享知识、专业知识、业务联系等
•  提供财务支持，例如跨集团间的贷款以及收取贷款的“市场”

利率

企业需要准备转移定价报告，证明该交易是基于正常的交易关
系。该报告将包括功能和风险分析、所采用定价模型的分析和正
常交易关系基准。

中小企业 (SME) 通常都可豁免英国的转移定价制度，因此仅“大
型”实体需要进行详细的 TP 分析。就 TP 而言，“大型实体”指
拥有超过 250 名员工，或者员工数量少于 250 名，但是收入超过 
5000 万欧元，同时总资产超过 4300 万欧元的企业（或某集团的
一部分）。然而，即使一个实体可豁免英国的转移定价制度，它
还是会受到交易地点的其他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监管。可能还有其
他税收法规来确保以市场价值进行交易。

需要缴纳什么就业税和社会保险？

若个人居住在英国，就得遵守英国税法。英国法定居住调查通过
三项调查来判定某个人是否属于英国居民 – 分别是“自动海外调
查”、“自动居住调查”和“充分关系调查”。这些调查涉及的
内容颇为复杂，我们建议新到英国者或在英国工作者征求专业意
见来判定自己是否属于英国纳税居民。

目前，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收入水平（英镑）  税率 (%)  
1 – 32,000          20    
32,001 – 150,000          40  
超过 150,000          45  
注意：该税率适用于到 2017 年 4 月 5 日截止的纳税年度 

雇主和员工还需要缴纳英国社保，也被称为国民保险 (NI)。

目前的 NI 费率为：
   收入水平（英镑） 费率 (%)
雇主   不多于 8,112        0
   多于 8,112   13.8
员工   不多于         0
   8,060 – 43,000      12
   多于 43,000 超额             2
注意：该费率适用于到 2017 年 4 月 5 日截止的纳税年度

雇主有法律责任向英国税务当局缴纳员工的个税及社保。

英国与美国、欧盟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签订了互惠协议，其中在
这些国家的人被派往英国一定时间，并继续在他们的原籍国缴纳
社会保险时，雇主和员工将无需缴纳英国国民保险。

什么是增值税 (VAT)，企业是否需要注册？

VAT 是向给付征收的“货物和服务税”，标准税率是 20%。如
果一家成熟企业在 12 个月的时间内的应税给付超过 83,000 英
镑，那么它必须注册增值税。非成熟企业必须在英国开始供货之
时注册缴纳增值税，即对非英国企业在英国的应税给付不设任何
门槛。

这里有三种类型的给付：
• 应税 – 必须对给付征收增值税，可申报进项增值税
• 免税 – 无需征收增值税或者申报进项增值税
• 征收范围之外 – 不在英国增值税系统中

在英国，大部分类型货物和服务的给付应被分类为应税给付。然
而，当向英国之外的公司提供这些给付时，应咨询所适用的增值
税税率（如果有的话）。

如果一个英国实体出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给其非欧盟母公司，那么
将不会对该海外给付征收增值税；然而，如果该给付是在英国，
并可征收增值税时，那么该实体将能够申报所有其进项增值税。

能否向员工提供股权认购权计划？

许多公司都将股权认购权视为一个吸引、激励和留住关键员工的
重要方式。

英国提供了一些“经过批准的”股权认购权计划，这将同时为员
工和雇主提供税收优惠，同时还可以使海外股权认购权适合这
些“经过批准的”计划中的一个。

然而，这是技术上非常复杂的领域，同时在考虑在英国执行股权
认购权时需要仔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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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提供员工什么福利？

英国提供了一系列补偿和优惠选择以便公司提供给他们的员工。

退休金、私人医疗保险、生活和残障保障是许多英国公司向他们
的员工提供的常见福利。

灵活的福利待遇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为员工提供了“花费”他
们福利补助的选择，从“购买”额外假期权利到获得全套家庭医
疗保险。

Kreston Reeves

Kreston Reeves 是一家顶尖的会计和金融服务公司，业务网络覆
盖伦敦和英格兰东南地区。我们提供全方位的会计、商务咨询和
金融服务，帮助英国和海外客户达成个人和商业目标，免去后顾
之忧。

我们专注于满足客户需求 –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其经营结构
和规模如何 –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成为行业翘楚。因此，无论您是
成熟型企业还是初创企业，是跨国公司还是业主管理企业 – 我们
都竭诚为您提供帮助。不仅如此，如果您是寻求税收和财务管理
建议的个人，我们同样可以帮到您。

自公司在 100 多年前创立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在商业、税收
和财富服务方面树立标杆，并依托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行业
的深入了解，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如今，我们在伦敦和英
格兰东南地区均设有办事处，员工人数超过 450 人，其中包括 
50 名合伙人。随着近期与 Spofforths 合并后经营收入进一步增
长，Kreston Reeves 现已成为英国营业额最高的前 25 家会计公
司之一。

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 Kreston International 公司（全球领先的独立
会计事务所网络之一），我们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满足他们的
全球需求。

我们在帮助海外公司成立并发展其企业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经
验，我们拥有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使得该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我们在国际业务方面的深厚专长也得到了专注于促进海外企业对
英投资的政府机构、英国贸易投资署 (UKTI) 的认可。能够获批成
为由 UKTI 成立的英国咨询网络的一员我们深感骄傲，该网络的“
成员都拥有必要的知识和宝贵的专业技术”。

联系方式
请联系 Kreston Reeves 国际团队主管 Michael O’Brien：  
michael.obrien@krestonreeves.com
或 +44 (0)330 124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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