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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為全球的經濟漸漸復蘇，中小型企
業在我們的經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
色。這些公司包括僱主，生產者和創新
者，他們給我們的貿易網絡帶來力量，
增長和創造工作機會。

特別是英國與香港之間緊密的合作
關係

2019年，英國和香港互相投資於彼此
的經濟體高達1197.億港元，創造出高
技能的工作來支持我們的社區。超過
96,000人在香港的英國公司工作，還
有超過111,733香港人住在英國。

移居肯特和我們的重要的夥伴國際貿
易部積極支持各規模的公司，不論國
際公司還是中小企業，協助贏得數十
億英鎊在英國和香港跨界別和地區的
生意合約。

今年我們專注在香港和英國同樣關注
和充滿發展潛力的的產業，特別是運
輸交通和氫能。當然最令人興奮的工
業趨勢是香港投資者可以利用自身的
優勢，富裕的資金和長年累月累積的
經驗，從而是縮短供應鏈並將製造業
轉移到英國。

英國穩健的營商環境對香港企業規劃
未來仍具吸引力。.肯特到倫敦只需要
個小時的火車，亦是通往歐洲的門戶，
是業務增長的黃金地方。.移居肯特會
在您在英國建立您的事業的旅程中每
個階段為您提供支持。

我希望我們的指南能夠為我們展開正
面的對話。

大衛·菲茨西蒙斯 
主席.

什麼是移居肯特？

移居肯特是肯特官方對內的投資機
構，提供免費、保密和公正的商業支
持和具策略性的解決方案，幫助英
國和各種規模的國際企業在肯特具
智慧及有效率地成長。.自.1997.年
以來，我們已幫助超過.1,250.家企
業在肯特進行投資，並創造及保留
了.80,000.多個工作崗位，這要歸功
於我們對該地區的商業格局具有無
與倫比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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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英國的
10個理由 

作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和.擁有6680.萬人口，英國不
僅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市場，而且還是世界上
最容易設立業務的國家之一。

1. 完善和商業友好的環境

在英國投資意味著全球企業可以受益於二十國集團
(G20).中最低的企業稅率，甚至是一個穩定的稅收制
度和利用創投基金計劃減少企業稅。

2.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稅收優惠

英國提供有競爭力的研究和基於創新的激勵措施，以
便公司開發新產品、流程或服務；.或加強現有的產品
和服務，從而獲得資金和稅收優惠。

3. 成熟的研究和創新格局

英國目前擁有.3299.萬勞動人口，在歐盟中排名
第二；.就業率為.76.5%，而歐洲的平均就業率為.
72.4%。.英國的勞動力在全球排名前十，所以比歐
洲任何的主要經濟體都更出色。.

4. 龐大的高技能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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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擁有世界上其中最強大的資訊與通訊科技基礎設
施，它已經擁有歐洲主要經濟體中最好的超高速寬頻
服務，並已經為建設一個電子基礎設施做好充分準備，
希望能夠擁有超級穩固的網絡，支持未來大幅增長的
使用和需求。

5. 強大的數字和物理基礎設施

英國擁有由.70.多個機場、40.個主要港口、良好的鐵路
連接和免費高速公路組成的大型綜合系統，擁有完美
的基礎設施組合，可以以簡單、實惠的方式在全國范圍
內快速動員和運送貨物。.

6. 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良好連接

英國擁有8.所全歐洲排名前.10.的大學和4.所全世界
排名前.10.的大學，以及世界一流的休閒機遇和一流的
住房選擇，迎合高級行政人員及其家人的需要。

7. 優質住房、醫療保健、教育和文化活動、

在擴充投資方面，英國是歐洲最佳、世界第三的地方，
僅次於美國和中國。.單單在2020年，英國初創企業和
規模化企業一共籌集了.106.億英鎊。

8. 通過英國市場獲得資本

英國能夠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主要外國投資者實在是
有目共睹，.包括微軟、日立、勞力士、可口可樂、Bose、
馬自達和輝瑞。

9. 強大的國際商業社區

英國是全球聯繫最緊密的經濟體之一，擁有遍佈世界
各地龐大、複雜的供應鏈，甚至全球的資本都在其銀行
系統中流動，以及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提供商業基
地的悠久歷史。

10. 向全球市場和貿易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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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儘管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和英國
退歐帶來了經濟逆風，但英國仍然
是歐洲高增長公司的主要所在地。
英國在風險資本投資方面排名全
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遠遠
領先於印度、德國和法國。.2020.
年，英國為新企業提供了.1,632.億
港元的風險投資資金，創下歷史
新高。

如此多的國際投資者被吸引到英
國的原因之一是基於企業稅允許
的資本免稅額。標準的持續年度投
資免稅額.(AIA).可在一個納稅年
度內為符合條件的工廠和機器的
成本提供.100%.的減免，每家企業
的採購金額不超過.1,090.萬港元。

新的臨時扣除額目前適用於直至.
2023.年.3.月，稱為超級扣稅額和
首年津貼，這些優惠讓企業投資符
合條件的設備再從而在該納稅年
度獲得更高的稅收減免——“第一
年津貼”。

與平常的.18%.的沖減津貼相比，
超級扣稅額提供了130%的減免，
讓企業投資在工廠和機器資產。
首年津貼為首年合資格成本提供
50%的寬減，餘額將會被計算進正

常的特殊税率，在未來幾年以通常
的.6%.的利率用作折舊。

合資格組別很廣泛：

•.“...超級扣稅額”包括通常符合.
18%.主要税率減免的所有新
工廠和機器。

•....“..第一年津貼”涵蓋了符合.6%.
特殊税率的新工廠和機器，包
括大厦中的綜合物品特徵和長
期資產。

於2021.年.4.月後的支出，這些津
貼適用於企業的企業利得稅，可用
在簽訂工廠和機器合約（包括根據
建築合同安裝的固定裝置）。

以上的表格顯示了不同有效補助
率，您應該仔細計畫您每年的資本
津貼，以確保您的企業獲得最優化
的整體收益。

資產類別 資本津貼 資產類型 資本津
貼率

公司第一年
有效減免成本

主要廠房及
機械

超級扣稅額 新 130% 24.7%

投資免稅額 (最
高1060萬港元) 所有 100% 19%

主池 二手 18% 3.42%

特別利率 
（一般為長壽
命資產或整體

特徵）

投資免稅額 (最
高1060萬港元) 所有 100% 19%

特別利率減免 新 50% 9.5%

池 二手 6% 1.14%

安德魯·格里格斯  
克雷斯頓·里夫斯 高級合夥人兼國際主管
屢獲殊榮的特許會計師和財務顧問.
總部位於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
www.krestonreeves.com

稅率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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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業
將您的業務永久轉移或擴展到英國是不可錯
過的機會，當您仔細想想，就越會意識到這是
實現長遠擴張生意為目標的合適環境。

英國擁有成熟的經濟、令人興奮的商業機會和
先進的政策，這意味著它是外國投資的理想地
方。.然而，和商業世界的本質一樣，您將面臨來
自本地人和其他國際公司的競爭。.但最終，英
國需要您的業務，而且英國有許多高技術勞工
能夠幫助您你的生意成長發掘英國境內具有
明確增長前景的創新行業及其高潛力機會。

製造業 

•  英國是全球第九大製造商，全球出口排名第十

•  270.萬人在英國從事製造業

•  就產量而言，倫敦和東南部加起來是最大的地區，價
值約.307.億英鎊，主要集中在電子產品領域

•  一些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製造公司位於肯特，
有多個領先品牌例如Hochiki、Coty、BAE.
Systems、Knauf、Sekisui、Fujifilm.和.Wahl。

創意產業 

•  八分之一的英國企業從事創意產業——產生.1,159.
億英鎊的.GVA。

•  歐洲第二大電子遊戲市場，擁有強大的開發和創新
生態系統。

•  歐洲最大的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市場。

•  在北肯特和南埃塞克斯的創意河口項目得到當地政
府支持，將把該地區轉變為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創
意和文化中心之一。

生命科學 

•  在G7.國家中，英國政府在衛生研發方面的支出為第
二高。

•  12%.的全球細胞和基因治療臨床試驗在英國進行。

•  肯特擁有完美的地點，位於歐洲與倫敦、牛津和劍橋
的“金三角”之間，地理位置絕佳，意味著您的企業將
充分融入國際科學界。

•  英國兩大領先的科學園——探索園和肯特科學園——
均設在肯特郡。



9www.locateinkent.com

飲食

•  食品和飲料行業是英國最大的製造業，組成多元
化和複雜供應鏈的一部分。

•  英國食品和飲料製造商直接僱用了超過.440,000.
名員工。.在過去十年中，該行業的就業人數增長
了.19%。

•  英國食品和飲料行業出口價值.230.億英鎊，出口
到全球.220.多個國家和地區。

•  肯特郡被稱為“英格蘭花園”，擁有英國最具生產
力的農地，以及一系列最先進的食品和飲飲品加
工和生產設施。

如果您想投資房地產，英國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英
國房地產市場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投資市場之一，提供
高租金回報率，亦收益於樓價不斷攀升等因素。

房地產投資

•  大多數英國上市公司在各房地產市場預測中都持長
遠樂觀的態度，儘管交易量較低，但與之前的危機之
後相比，房地產市場（包括抵押貸款機構）處於一個更
好的反彈位置，例如2009年的金融危機。

•  英國努力確保為準備在英國投資房地產的人提供一
個穩固而可靠的市場，.英國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市場，
在仲量聯行的.2020.年全球房地產透明度指數中緊隨
美國、澳州和法國。

•  仲量聯行將英國描述為“世界領先的房地產投資目的
地，通過技術、可持續性、監管制度和追蹤每個行業進
度，希望大大推高透明度。

•  在英國的外資在過去幾年穩步增長，在2018.年甚至
達到.1.5.萬億英鎊的高位。自此，英國的外資項目增長
了.5%，鞏固了其作為歐洲擁有外資第二高的國家。



在英國投資和做生意  
給香港投資者和企業的指南

10



www.locateinkent.com 11

創新
英國最近在疫苗開發方面的成功表明
英國驚人的創新速度。 英國的創新記
錄建立在世界領先的研發基礎之上，
這證明了英國是一個具有高價值的地
方，能讓企業充分發揮潛力。

英國官方統計機構國家統計局的最
新數據顯示，2019 年英國企業在研發
方面的支出增長至 357 億美元； 增長 
3.3%。 英格蘭東南部地區支出的增長
幅度最大，2019 年增加了 3.91 億美元

（5.7%）至 73 億美元。

外國公司在英國投資研發的最重要原
因之一是企業可以輕鬆保護其知識產
權 (IP)。 英國擁有世界一流的知識產
權制度，已幫助培養了 78 位科學學科
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比美國以外的任何
其他國家都多。

該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創新者的姓名、
想法、產品、設計和書面文字。 英國的
專利盒還為公司提供了 10% 的企業利
得稅，稅率為 10%，而目前的標準稅率
為 19%。

英國擁有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學中的四
所，在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中，這些
大學的質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大學
培養出提高業務績效所需的批判性思
維，肯特科學園和探索公園等設施擁
有新的研發設施，專注於將創意轉化
為商業企業。

創新企業被這些學術和研究設施中可
用的尖端技術和專業知識所吸引。 在
公共部門的鼓勵下，英國大學和企業
之間的合作是歐洲主要經濟體中最有
效的（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為什麼英國在 2019 年全球
創新指數中排名第 5 

·  超過一半的研發業務支出
來自外資公司

·  世界一流的知識產權制度
來保護創新思想

·  世界知名企業的自然創新
之地

·  78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比美國以外的任何其他國
家都多

·  在創新方面排名最高的 
G7/G20 經濟體

傑森·瓦尼 
企業合夥人，Thomson Snell & Passmore LLP

Thomson.Snell.&.Passmore.是一家備受推崇的律師事
務所，也是英格蘭東南部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客戶
包括.PLC、海外公司的子公司、中小企業、OMB、地方當
局和個人。.我們以向客戶提供高質量、明智的建議和卓
越的服務而聞名。
www.ts-p.co.uk

本文中的數字和事實在發表時是正確的。.如需更多建議，請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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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營運生意
英國已準備好歡迎新企業。.在英國建立業
務有許多策略優勢，從進入市場到選取人
才甚至是做生意上的便利性。

•  目前擁有G20 國家中最低的企業稅率19%，從2023 
年4 月起升至25%，並提供多項豁免和減免。

•  100% 的股息豁免，沒有控股或最低基礎稅率要求。

•  針對公司的地域稅收制度，重點是就於英國賺取的
利潤徵稅。

•  專利盒子計劃對在進行研發的專利中開發和使用
所產生的利潤只徵收 10% 的有效稅率。

• 資本津貼（英國稅收折舊）適用於各種資本支出。

• 雇主和僱員的社會保障率明顯低於許多其他國家。

英國的稅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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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

英國和香港之間牢固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已經
發展了.200.多年，而且在英國退歐後的日子
中，加強貿易關係絕對是一個重點，甚至是比
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儘管英國脫歐的不確定性和全球受新冠肺炎
造成的經濟影響，香港企業尋求通過英國擴展
到歐洲的機會仍然令人信服。.不論目前受到
什麼挑戰，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對外資的稅
收優惠以及熟練、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使英國
成為香港進行長遠投資一個充滿吸引力的目
的地。

支援

您在英國的所在地以及您獲得的支持是重大
決定。 要靠近倫敦和所提供的資源都是十分重
要，同時要與歐洲其他地區的供應鍊或製成品
運輸輕鬆接軌。

這兩項決定還可以決定您是否有資格獲得政
府支持（例如，某些英國政府貿易支援服務僅
適用於年營業額至少為 500 萬港元的公司）。
您獲得區域性支援計劃的資格，例如英格蘭企
業國際化基金（見此處）或中小企業英國脫歐
支援基金（見此處）。

您所獲得的支援，或哪個英國政府當地貿易
辦公室有責任對您所提供支援（要了解哪個
當地貿易辦公室對您負責，單擊此處（另請參
閱本文“我們如何提供幫助”中的“英國政府”
部分 指南）例如，如果您位於肯特郡(Kent)，您
當地的貿易辦事處將是位於 Fareham 的 DIT 
South of England 辦事處。

Locate in Kent 將為您提供有關英國脫歐最
正確的建議和指導。我們可以幫助香港企業
在英國註冊並開展業務，包括免費或非常優惠
的生意支援服務，包括會計、法律諮詢、移民支
援、IT、人手招聘和市場營銷。

我們還推薦以下指南頁面和資源： 

  歡迎來到英國 - 出口指導和服務

  英國與非歐盟國家的現有貿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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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亞洲之間的貿易
英國已被接納為 25 年來第一個新的
東南亞國家聯盟 (ASEAN) 對話夥伴，
這為英國提供了機會，通過一項切實
可行的協議來加強其在貿易方面的全
球貿易聲譽。 10 個成員國的 GDP 合
計為 2.8 萬億美元，東盟現在是世界第
五大經濟體和亞洲第三大經濟體。

英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FTA）和投資
協定意味著在政府深化安全和文化影
響的同時，香港投資者將繼續能夠與
英國這一重要地區進行貿易。

東盟是香港 2019 年商品貿易第二大
貿易夥伴，2018 年服務貿易第四大貿
易夥伴。 2019 年香港與東盟商品貿易
總額達 13,080 億美元，雙方服務貿易
總額達 1,760 億美元 在 2018 年。

雖然中國和印度在貿易和對內投資方
面獲得了英國的大部分關注，但東南

亞代表著透過英國進入高增長地區
的貿易機會。 東盟的 GDP 現在幾乎
是 2000 年的四倍半。 總體而言，預計
到 2050 年東盟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經
濟體。

東盟的十個國家（按經濟規模排
列）——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菲律賓、越南、緬甸、柬埔寨、
老撾和文萊——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
國家集合，這些國家正在迅速整合。 總
體而言，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量比
目前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量還要
多。 儘管在經濟、文化、語言和種族方
面存在巨大差異，但東盟成員國大家
庭在全球貿易和投資方面有著共同的
目標。

將現有渠道與來自英國的自由貿易協
定貿易結合到東盟市場，將會為香港
企業遷往英國提供戰略競爭優勢。

ASEAN是香港第二大貨物
貿易市場和第四大服務市
場。

本文中的數字在發佈時是正確的，可能會受到貨幣變化的影響。 如需有關協議和合
同的建議，請聯繫我們。

羅伯雷諾茲 
區域管理合夥人
Azets.是歐洲最大的區域性商業諮詢、稅務和會計師事務所之一，也是國際
會計師事務所協會.Allinial.Global.(Allinial).的成員，為全球會計、稅務和商
業專業人士提供服務。
www.aze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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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英國市場
實際上，任何希望在國際上擴張或遷移到外地的企業都需要時間來
規劃和準備其營運。.第一步是註冊公司、建立地址、開設銀行賬戶和
管理您的第一個員工。

Locate.in.Kent.服務可以根據您的特定業務需求度身定造。通過團
隊中的負責這方面的專家，他們將提供最適當的建議，幫助您盡快
啟動和營運業務。

他們會在這裡幫助您和您的企業成功進入英國市場，包括尋找新的
業務和供應鏈合作夥伴。

幫助獲得撥款和貸款計劃* 

一對一業務和銷售支持

免費或大幅折扣的商業註冊和移民支持

支持關鍵員工及其家人搬到該地區

尋找商業地產和協助搬遷到該地區

供應鏈介紹和外部支持計劃

技能協助和薪資洞察

免費或大幅折扣的會計師和法律諮詢

當你選擇移居肯特，將獲得價值十八萬五千港幣的免費支援配套，包括：

免費或大幅折扣的業務支持服務，包括招聘、IT 和營銷

詳細的地方經濟數據報告

實地考察

新冠病毒和英國脫歐指南

電影和電視業務——啟動和擴大支持

安全、先進的共享辦公設施中的免費辦公桌空間

食品科技公司—— 專家指導和加速器計劃

醫療和生命科學組織—— 商業稅率減免和獲得指引
的機會

管理 

我們的軟著陸計劃意味著搬遷到肯特地區是在英國開展業務的最簡單的途徑。 希望從海外在英國成立的企業將獲得成功
所需的所有支持和幫忙。

* 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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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
投資意向調查 (INREV) 探討了在未來
兩年內對英國房地產行業進行國際投
資的願望。 2021 年調查的大多數受訪
者表示，受新冠病毒的影響，投資者並
未顯著地改變 2021 年的投資計劃。宏
觀經濟學家還預測 2021 年英國商業
地產儘管處於溫和水平，

但總回報依然為正，

英國房地產對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在
於可以獲得專家管理、交易成本低以
及英國市場的多元化優勢。英國最大
的城市的投資量保持良好。總投資額
與十年平均水平持平。

目前的核心投資主題之一是來自英國
房地產資產的有利的風險調整回報，
通過指數化提供長期、安全的收入流。
經風險調整後，相對表現仍進一步增
強。儘管存在租金下降風險，但許多傳
統的英國房地產機會的溢價比傳統的
金邊債券更小。

與大流行高峰期相比，自 2021 年第二
季度以來，英國的工業、辦公和零售行
業的投資額回報率有所增加。在人口

稠密的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提供
電子商務以及英國退歐後的規劃推動
下，工業投資比 5 年季度平均增長了 
50% 以上。畢竟，通過高速列車、短途
渡口和提供無人陪伴貨運服務的眾多
港口，英國的任何地方都沒有比肯特
更好地與歐洲及其他地區的供應鏈聯
繫起來。

顯然以見，長距離供應鏈容易受到外
部衝擊。對中美全球貿易爭端的反應
正在影響商品供應鏈的國內化。

近岸運營和製造對於許多在英國運營
的公司來說很重要，由於亞洲的工資
成本正在上升，離岸生產的勞動力成
本套利開始變得不那麼明顯。一些規
模大的製造商基於這個基礎投資肯
特。不然就搬離從英國離港口太遠的
地方，再不然就從欠缺靈活度的歐洲
勞動市場搬回來。

在工業資本價值增長持續飆升的推動
下，截至 2021 年 6 月的一年中，所有
房地產資本價值增長達到 3.4%。特別
是工業行業， 6 月份所有房產等值收
益率小幅下降至 6%。

隨著亞洲工資成本的上升，意
味著近岸業務對許多在英國
經營的公司很重要。

阿什·吉拉尼 
合作夥伴
Brachers.為肯特郡的企業、組織和私人客戶提
供廣泛的法律服務.
www.bracher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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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和英國東南部

[在此頁面上插入地圖，顯示肯特在英國境內，毗鄰倫敦
和歐洲]

由於肯特地區位於倫敦和歐洲之間最理想的位置，從而
能夠為從亞洲遷往英國的企業提供最具競爭力的方案。 
擁有靈活的設施、豐富的人才庫、令人羨慕的生活質素、
重要的成長空間和亞洲移民人口。

該地區擁有超過 70,000 家公司； 包括一些英國最知名
的品牌以及最先進的新技術和生命科學初創企業。 由於
倫敦的商業成本不斷上升，越來越多雄心勃勃的企業都
選擇在倫敦之外發展。

肯特

超過70,000家公司

商業地產比倫敦便宜 72%

717億港元已計劃的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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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地產和連接性

肯特的商業地產價錢和租金比倫敦便宜 72%，比東南部
其他地區低 18%，而且距離倫敦市中心仍然很方便（只
需 17 分鐘），並與歐洲大陸相連。

我們擁有67億英鎊的規劃基礎設施，以補充我們現有的
商業和創新中心、一流的辦公設施、最先進的工業單位
和有趣的創意空間。 英國唯一的高速鐵路讓您與倫敦保
持聯繫，並吸引越來越多的從事創意行業的人才到肯特
尋求更好的生活質素。

技能和勞動力

肯特郡的工作人口得到五所大學的支持——其中兩所
在英國排行榜上名列全國前 50 名。 該地區擁有充滿
活力的城市、文化遺產、富有創意的沿海社區和適合
各種預算的房產（樓價比倫敦便宜約 33%）。

泰晤士河口生產走廊通過新穎的創意和文化項目加
強了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創意和電子發展面貌。

生活質量

肯特擁有多佛港、英吉利海峽隧道和三條主要高速公路，
高速和歐洲之星鐵路，這意味著無與倫比的與各個地方
的連接性。

肯特因其出眾的美景、發展蓬勃的商業社區和雄心勃勃
的發展增長計劃，一再被國際媒體評為最佳工作和生活
場所之一。 從充滿藝術氣息的海濱小鎮到歷史悠久的地
方和熱鬧的市中心，每個人在肯特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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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英國靈活的勞動法使企業能夠以適合
其需求的方式僱用員工。自由地根據
需要快速招聘,意味著公司可以輕鬆
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事實上，根據世
界銀行的剛性就業指數，英國在招聘、
裁員和改變工作時間方面的便利性被
認為優於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
和法國。

世界經濟論壇（WEF）對英國在吸引和
留住人才方面給予高度評價。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英國企業：

•  與西歐任何其他國家和除日本以外
的 G7 中的每個國家相比，在確定工
資方面獲得更大的靈活性

•  體驗一個比德國、荷蘭和法國更直
接的招聘和適應流程

•  與荷蘭、瑞士、法國和德國相比，英
國面臨的裁員成本更低

由於世界上許多地方都面臨勞動力供
應短缺，因此低勞動力成本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英國實行全國最
低工資和全國生活工資，鼓勵人們工
作並防止企業進行不公平競爭。然而，
英國的平均勞動力成本仍然是西歐最
具競爭力的。

高技能勞動力是強大、充滿活力的經
濟的基礎。英國擁有世界排名前十的
大學中的四所，並且擁有 100 所全日
制 MBA 排名機構中的 11 所。全球人
才競爭力指數 (GTCI) 將英國的大學質
量評為全球第二，全球知識技能庫排
名第三。

由於西歐成年人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
比例最高，因此英國企業可以獲得推
動創新和業務增長的可轉移的批判性
思維技能。

為什麼英國在吸引全球人才
方面排名世界第三 

·  4 所排名前十的大學和歐
洲最領先的 MBA 機構

·  就業率約為 76.5%，而歐
洲平均為 75.2%

·  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成
本——低於意大利、法國或
德國

·  78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比美國以外的任何其他國
家都多

阿曼達·巴尼特 
New Appointments Group 董事總經理

New.Appointments.Group.是一家領先的肯特招聘機
構，在肯特和梅德韋有工作。
www.newappointmentsgroup.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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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感謝您閱讀我們的指南。

世界持續發展，現今的發展速度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還要快。實現淨零、為同事創造更具吸引力的工作
環境以及對生產力的不斷追求等挑戰是巨大而重要
的任務。我認識到，移居英國的複雜性再加上這些結
構性上的改變實在是為您添加了額外的難題。當你決
定了把生意遷移到英國後，你的第一個難題不應該是
應該找誰來協助我們的遷移。

我的團隊經過培訓，旨在支持您的需求，可以提供靈
活的服務。我們有經驗豐富的合作夥伴來提供專門的

協助。有部分的支援服務已在本文件較早前可作參
考。我和我的團隊有決心證明投資英國的最簡單方
法是在肯特地區開展業務。

我希望我們的指南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如果有任何
問題，請與我們聯絡，立即展開您的旅程，在充滿活
力和創新的商業環境中建立您的全球影響力，大放
異彩。

西蒙瑞安  
投資總監 Locate in Kent

電話: +44 (0) 1732 520 700
電郵: simon.ryan@locateinkent.com
網站 : www.locateinkent.com
地址: International House, Ashford. 
TN23 1HU UK

聯繫我們

我們的團隊隨時準備幫助您開啟進入英國市場的旅
程。 請保持聯繫。

電話：

美國: 011 44 1732 520700 
加拿大: 011 44 1732 520700 
香港: 001 44 1732 520700 
印度: 00 44 1732 520700 
英國: 01732 520700 
電郵: enquiries@locateinkent.com
網站: www.locateink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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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2021年9月1號的匯率，1英鎊(GBP)可兌換10港幣(HKD)。

本文件中使用的數字在出版時是正確的，但可能會因英國政
府和貨幣兌換率浮動而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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