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nking 
without
limits
无限潜能



Grow and future-

proof your business 

with exceptional 

advice and strategic 

thinking. 
凭借专精的服务与经验，助您成就不凡.



Beyond Accountancy
超越会计
我们将帮助您以不同的方式释放业务增长潜能，实际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助您成就不凡.

Gerald Edelman LLP（简称 ‘GE’）会计
师事务所是英国一家领先的会计、税务和
商务咨询公司。成立于1946年，至今已有
76年的发展历史，总部位于英国伦敦, 并
在英国多个地区设有办事处。

公司依托于其领先的全球网络和国际化专
业队伍，专注为企业及个人落地英国及其
他地区提供全方位支持服务。包括公司设
立、审计、财务外包、税务筹划、上市兼
并、管理会计和公司秘书等各个领域的咨
询建议和技术方案。无论您是初次来英设
立公司、移居英国，还是需要在多个地区
推广业务，我们都将为您提供由合伙人主
导的全方位服务，并根据您的需求灵活制
定方案。

专业领域
Sector Expertise
从初创企业到跨国企业，我们的客户群体
包括来自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国企、上市企
业、私营企业以及高净值家庭. 从初始落
地英国到后期运营，我们还可以提供多语
种服务支持.

领域经验包括制造工程、金融服务、高新
电子科技、医疗及药品研发销售、农牧业、
教育、零售和批发、房地产开发和管理、
自然资源、AIM业务、私募股权、慈善和
非盈利机构、服装分销和纺织、保险、跨
境电商、酒店餐饮、法律服务机构、高净
值人士投资等众多领域。

我们的理念是提供超越常规财税合规服务。为实现这一愿景，
我们将不断开发、精进和增加我们的服务配套和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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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

1946 年离开英国皇家空军后，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Gerald Edelman) 和托

比·霍夫曼 (Toby Hoffman) 的朋友们创立了Gerald Edelman. 在此后的76年中，

凭借卓见、严谨及敏锐的专业技能和商业直觉，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落到实

处的专业解决方案。继而成就了今日具有全球性组织的TOP 50 英国领先注

册会计事务所.

1946
GE established
First offices in Maddox 

Street, in the heart of the 
London’s West End

2 partners and fewer 
than 15 staff

1958

Moved to 
Harley Street

5 partners
and 25 staff

1982
Michael Harris became 

Senior Partner

1985
Acquired sole practitioner 

Bernard Keane and Co.

2010
Richard Kleiner 

became CEO

1989

Opened a new office in 
Whetstone, North London

10 partners
and 55 staff

2015

Moved from Harley 
Street to Cornhill, in 
the City of London

15 partners
and 90 staff

2016

Merger with DTE Business 
Advisory Services Limited

2018
A new era for GE with an 

exciting rebrand

now 16 partners
and 150 staff

Partnership formed 
with SB&P, expanding 
GE’s presence into 

Northern England

A NEW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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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ervice
服务概览

COMPLIANCE 财税合规服务
我们的宗旨是减轻合规压力，让您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

Accounts and bookkeeping
会计和代记账服务

• 代理记账（可提供云端支持)

• 增值税注册和申报

• 年度法定财务报表编制

• 公司法合规咨询和申报

• 管理会计，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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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and assurance
审计合规

• 法定审计

• 内部审计和风险审核

• 上市公司审计

Company secretarial
公司秘书及设立

• 英国公司成立咨询 • 公司年检

• 企业股权架构更换 • 公司更名

• 公司注销 •  公司秘书合规

Insolvency
公司破产

• 公司破产清算流程及税务咨询

人工税，包括年终例行公事

Taxation
税务

• Annual Tax on Enveloped Dwellings (ATED) returns 

•资本利得税 •企业税

•员工税 •所得税

•遗产税 •增值税及房地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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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ervice
服务概览

BEYOND COMPLIANCE 战略咨询服务
我们提供超越合规性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发展并充分释放其增长潜能.

Strategic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战略和业务发展

我们与您密切合作，深入了解您的业务和
需求，积极主动的为您提供最佳建议和解
决方案。

• 业务增长和战略规划

• 非执行董事角色 （NED role ）

• 退出和继任计划

• 运营咨询

• 资本和债券融资

• IPO 上市准备和执行

• 企业重组

• FCA的牌照审批

• CEO/CFO培训

International tax
国际税务

我们的许多客户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有业务，
通常涉及复杂的离岸结构，我们在跨境问
题，非英国居籍个人税法、财富传承、信
托、遗产税等税务规划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我们还可以根据客户广泛的商业和个
人需求量身打造合适的方案

• 个人住所和居籍问题

• 个人所得税优化和咨询服务

• 房产投资税务规划、申报

• 移民业务商务与税务咨询

• 离岸信托和其他架构

• 个人海外投资及全球资产配置涉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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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advisory
税务咨询

公司拥有丰富的英国和国际税务专业团队，协助企
业及其所有者设立最有效的投资架构和商业咨询。
团队专家曾就职于英国海关与税务总署（HMRC）
不同部门高层，为英国公司国际扩张和海外公司在
英国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提供税务咨询服务.

• CIS

• IR35 support

• 税务查询和调查、税务争议

• 增值税注册（包括英国和欧盟）、申报、规划

和纠纷

• 房地产和建筑税

• 土地印花税

• 海关关税及国际贸易增值税

• 研发税务返还（R&D tax claim)

• 种子企业投资方案（SEIS)和企业投资方案（EIS)

• 股权激励规划

• 跨境税务问题，包括转移定价、受控外国公司

规则和控股公司结构

Asset finance and leasing
资产融资租赁业务

包括与银行、专业租赁公司以及众筹平台合作，我
们可以帮助安排和确保为一系列设施提供资金，包
括：商业贷款、融资和经营租赁以及发票贴现。

GE 资产融资和租凭有限公司



• 公司售前策划

• 企业兼并及买卖咨询

• 企业融资：包括股权和债券融资

• 协助寻找买方和投资方

• 协同效应评估和整合

• IPO指导和支持

Forensic and legal support services
诉讼及商业纠纷

无论您目前面临何种法律挑战，我们的法
务会计师都会为您提供有力支持，并提供
与争议、股东协议、刑事诉讼程序和诉讼
相关的专业咨询报告。

• 商业纠纷及诉讼咨询

• 遗产及家庭婚姻纠纷咨询

• 专家证言服务

• 估值纠纷

• 欺诈调查

• 金融犯罪调查，包括犯罪收益法 (POCA) 事项

• 商业资产评估和损失量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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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 advisory
并购咨询
Gerald Edelman 咨询

无论您是要购买、出售还是筹集资金，我
们都可以为您提供市场领先的咨询建议，
以确保取得成功交易.

• 财务尽职调查

• 公司估值报告

• 财务建模

• 管理机制设立

• 交易架构设立

Wealth management 
财富管理

我们可以在您投资的各个方面为您提供专
业支持；包括储蓄、退休和继任安排。您
的投资将始终根据您的需要进行管理。

• 资产保护

• 继任安排

• 投资咨询

• 退休计划和养老金规划

Transaction services
交易服务

我们将与您密切合作，从您的下一个投资
或筹款项目中获得最佳回报，获取最大化
的业务交易价值。



Registered to carry on audit work in the UK 

by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authorised and

regulated by 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or investment business.

• 遗产和信托管理

• 持久授权书

• 遗产设立

• 遗产税规划

Probate and estate planning
遗嘱认证和遗产规划
Gerald Edelman 遗嘱认证有限公司

我们可以在遗产管理的各个方面提供支持，帮助最
大限度地减少应付税款。

• 招聘、留住和发展关键员工

• 安全、健康和环境立法指南

• 员工争议与和解

• 设立员工福利及薪酬规划

HR advisory services
人力资源咨询
与NatWest Mentor合作

改善员工关系的服务，同时促进更安全、更健康、
更环保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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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NC: Global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全球性网络组织

Gerald Edelman 是全球独立会计、法律和管理咨询实践协会的创始成员.

我们拥有全球网络以及本地资源，通过 XLNC，我们与全球110个国家与地区的领先会

计、法律及商业咨询事务所合作，提供全方位国际范畴服务. 无论您是计划在英国还

是其他地区发展，我们都能协助您实现战略目标，完成国际市场扩张.

XLNC 的办公地点遍布欧洲、美国、加拿大、南美洲、亚洲、中东和澳大利亚。XLNC的任何成员所都秉承着严谨

的工作方式以及追求卓越的服务标准，因此任何扩张计划都能得到优质的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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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ALS 客户反馈

“Ronnie Scott’s have used Gerald 

Edelman for our auditing for many 

years and have found them to be a 

great sounding board for our 

business. They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music 

business but they are able to 

anticipate issues that might lay 

ahead and bring them to our 

attention. We find them an 

invaluable financial support.”

“We have greatly enjoyed working 

with Gerald Edelma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y are not only 

efficient, but very proactive. Their

sector knowledge has been key and 

vital when it came to structuring our 

business and securing key property 

acquisitions. They are very diligent 

in keeping us updated with changes 

in legislation and ensuring we stay 

compliant. The team goes 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years, I 

have found everyone at Gerald 

Edelman both professional

and pleasant to work with. In a 

complicated corporate climate, the 

firm is very highly regarded. They 

have a well-deserved reputation for 

going the extra mile when it

comes to customer service, offering 

advice regarding book-keeping and 

business-building, for example, the 

like of which I have experienced 

with no other accountancy firm.”

Simon Cooke 

The Ronnie Scott’s Jazz Club

Patrick Flaton 

Avignon Capital

John Hickman 

Kingston E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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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f
Gerald Edelman

除了我们所有的专业服务，我们还提供以下增值支持和服务

专业领域

我们的团队由专业合伙人及专家顾问组成。
除了卓越的行业知识，更凭借我们在许多
其他商业领域的丰富经验和资源为您提供
业务发展支持.

定期更新

我们将提供每月至少一篇的专业文献，涵
盖您的团队感兴趣的大量财务和业务相关
主题，协助公司获取最前沿的专业知识，
提高商业嗅觉和洞察力.

培训

我们可以为公司财务团队提供培训需求，
并创建适合您需求的定制计划。您的团队
除了可以参加我们的内部课程，另有机会
邀请参加外部专业培训课程，提高专业技
能.

我们的网络

我们很乐意推荐与您业务相关的其他商业
顾问和联系人，助您实现业务目标。

研讨会和讲习班

您将能够参加我们举办的任何研讨会和圆
桌会议。主题范围从立法更新到业务战略。
您的团队也可被邀请作为我们的客人参加
慈善活动及其他商业活动，拓展优质人脉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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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m我们的团队

我们很自豪能够提供由合作人主导的‘一站式’专业咨询、财
税、审计及交易的专业优质服务.

我们的整个团队都致力于为

您提供真正有利于您及公司

业务的优质专业服务和最佳

体验，全力护航您在英国业

务成长周期的各个阶段.

我们的总部设在伦敦，已为数百家中资企业及个人提供服务。 我们
的服务范围广泛，客户涉足多个领域，包括招聘、房地产、技术、
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批发、零售、制造、慈善机构、媒体和创意
等。

这意味着我们拥有卓见的专业经验及商业直觉，为企业提供具有前
瞻性的有效建议，助其释放增长潜能，成就未来.

商业之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无论遇到何种挑战，我们的团队将伴
随您左右，为您解决复杂的问题，竭诚助您实现业务目标和可持续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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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联系我们
让我们成为您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合伙人均为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秉持着严谨及追求卓越的工作态度，提供由合伙
人为主导的全方位服务，支持企业实现商业规划. 

City of London

+44 (0)20 7299 1400 73 Cornhill London EC3V 3QQ

hello@geraldedelman.com www.geraldedelman.com

Richard Kleiner
+44 (0)20 7299 1405

rkleiner@geraldedelman.com

Colin Burns
+44 (0)20 7299 1407

cburns@geraldedelman.com

Howard Wallis
+44 (0)20 8492 5614

hwallis@geraldedelman.com

Deval Patel
+44 (0)20 7299 1456

dpatel@geraldedelman.com

Stephen Coleman
+44 (0)20 3963 3903

scoleman@geraldedelman.com

Engin Zekia
+44 (0)20 8492 5670

ezekia@geraldedelman.com

Howard Woolf
+44 (0)20 8492 5603

hwoolf@geraldedelman.com

Hemen Doshi
+44(0)20 8492 5663

hdoshi@geraldedelman.com

Carl Lundberg
+44 (0)20 7299 1415

clundberg@geraldedelman.com

Hiten Patel
+44 (0)20 7299 1444

hpatel@geraldedelman.com

Asgher Sultan
+44 (0)203 963 3904

asultan@geraldedelman.com

Richard Staunton
+44 (0)20 7299 1438

rstaunton@geraldedelman.com

Joanna Loizidou
+44 (0)20 7299 1460

jloizidou@geraldedelman.com

Sonal Shah
+44 (0)20 7299 1409

scshah@geraldedelman.com

Nick Wallis
+44 (0)20 7299 1420

nwallis@geraldedelman.com

Amal Shah
+44 (0)20 8492 5653

acshah@geraldedelman.com

Lynn Lin
+44 (0)20 7299 1400

llin@geraldedelman.com

David Horowitz
+44 (0)20 7299 1429

DHorowitz@geraldedelman.com



+44 (0) 20 3697 7147               llin@geraldedelman.com

Chinese Speaking Specialist 双语服务
我们洞悉文化差异，全力护航您在英国的业务发展

如果您有需要在英国成立公司或开展业务，我们的团队可以为您提供全方位双语专业服务，
协助您筹划决策，实现业务目标. 

City of London

+44 (0)20 7299 1400 73 Cornhill London EC3V 3QQ

hello@geraldedelman.com www.geraldedelman.com

扫码上方二维码
关注紫熙频道公众号

• 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英国税务师，持有英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执照。

• 拥有超过13年的海外公司设立、跨国企业财税运作、管理

会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企业融资、个人税务规划、税

务战略及企业上市、公司收购和出售业务等方面的丰富国

际财税及企业管理经验 。

•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客座财税及商科讲师、职业导师

和创业导师。



City of London Office

73 Cornhill, London, EC3V 3QQ               +44 (0)20 7299 1400 hello@geraldedelman.com www.geraldedelm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