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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 –中国平台

关于RBK

RBK 是爱尔兰领先的会计和商业咨
询事务所, 在全国设有多个办事处。
RBK为个人和公司提供广泛的会计
服务。 我们是爱尔兰最大的独立品
牌的会计事务所, 其在过去的60多
年里一直为国内外的企业和个人提
供服务。

为什么选择RBK?

无论您是在爱尔兰经营自己的企业, 
还是在一家国际公司工作, 或是刚
移居到爱尔兰准备寻找新的工作或
者建立新的事业, 我们都会为您的
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与支持。 一般
来说,爱尔兰的税务系统和法律比较
复杂, 很难充分了解，尤其是在使
用外语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您
熟悉的母语以易于理解的方式为您
提供咨询服务，从而帮助您完成业
务和您的财务目标。



我们的专业服务

我们为您提供广泛的服务, 可以在确保完全合
法合规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为您减少税收负担。
RBK的服务范围很广泛, 可以为您个人或企业提
供一站式服务。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以下帮助:

个体户

无论您目前是想创建自己的企业或者已经在经
营自己的企业,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从准备必要
的文件和一般税务问题到提供复杂税务建议的
各个步骤。 以下是我们提供的相关服务:

› 营业登记
› 个体户的纳税申报
› 增值税返还
› 关于如何确保合规性并最小化您的纳税义

务的税务建议
› 关于税务减免, 抵免和用于减少税收的准

许开支的实时咨询建议
› 人力资源管理
› 工资核算
› 会计解决方案
› 商业策略咨询
› 有关于政府补助和资金的咨询
› 协助筹募资金
› 有效的规划业务结构 (个体经营, 合伙, 

公司经营转让)

企业

如果您正在考虑将业务扩展到国外或者您刚进
入爱尔兰市场而不明白具体步骤时, 我们在这
里会帮助您所有的商业需求。 以下是我们可以
帮助到您的部分服务类型: 

› 公司组建
› 公司注册
› 准备公司法定账目
› 账目管理
› 向公司注册机关提交年度申请表和账目
› 关于税务减免, 抵免和用于减少税收的准

许开支的实时咨询建议
› 董事纳税申报表

› 纳税遵从服务: 公司税(Corporation Tax), 
增值税(VAT), 随收随付(PAYE), 特种承
包税 (RCT), 经济经营者注册与识别 –
用于国际进出口贸易 (EORI), 增值税迷

你一站式服务计划 – 用于减少通讯, 广
播, 电子服务企业对消费者征税的管理负
担 (VAT MOSS)

› 工资核算, 簿记,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软
件管理

› 制定有效的公司财务计划以实现利润最大
化和税务最小化

› 公司秘书服务
› 协助非欧洲经济区 (EEA)的公民在爱尔兰

开展业务 (创业企业家计划和投资移民计
划)

个人

如果您的公司派遣你来爱尔兰，你可能会获得
税收减免。如果您在这一年中在两个国家工作
过, 您的收入可能会被两个国家征税, 在这种
情况下, 您可以有资格获得退税。 设置养老金
是一种非常节省税的财务计划方式, 考虑到国
际税务问题, 我们可以根据国际法规向您提供
最佳选择的建议。 如果您要从其他国家/地区
收到某人给您的现金礼物, 您可以通过咨询以
确保用最省税的方式来接收这个礼物。 如果您
要返回自己的祖国, 有许多税收方面的计划和
减免政策可以考虑。如果您正在考虑建立遗嘱, 
在签署书面文件之前, 务必了解您所提议的方
案的税务后果，以确保考虑到最省税的方案。
我们可以为您上述情况提供帮助。 请联系我们
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服务内容: 

› 遗产计划
› 有效的规划爱尔兰境内外资产的转移和接

收
› 礼物和遗产的所得税
› 为国际重复征税申请退税
› 财富管理
› 养老金计划和设立
› 咨询租金收入和投资收入的税收
› 咨询与搬迁相关的税务影响
› 在爱尔兰申请个人社会福利号码(PPSN) 

并进行税务注册
› 在爱尔兰申报海外收入
› 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 申请退税



国际联盟

RBK 是 LEA Global (前沿联盟)的唯一爱尔兰成员, 这

是一个由220个提供会计、金融以及业务咨询服务的专业
公司组成的国际联盟。

LEA Global 的综合实力能为您和您的企业提供专业有力

的服务。我们的国际联盟使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全球106个
国家/地区的本地专业知识服务, 从而帮助您企业的全球
扩张。

作为 LEA Global 的会员, RBK 也是在爱尔兰创建入境

公司的首选。

可以访问相关链接以获取更多信息: Visit: leaglobal.com

在爱尔兰经商

RBK的爱尔兰经商指南2020已经更新，包括了在《2019 

金融法》中引入的新措施。
点此链接下载我们最新的《爱尔兰经商指南》:

Doing Business in Ireland Guide

Disclaimer

While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within this 

publication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going to print, RBK do 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misinformation whatsoever in this publication and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ublication is not intended to be an 

advice on any particular matter. No reader should act on the basis of any matter contained 

in this public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Office Locations:

RBK House Irishtown, Athlone Co. 

Westmeath N37 XP52, Ireland 

Boole House Beech Hill Office 

Campus Clonskeagh, Dublin 4 D04 

A563, Ireland 

RBK House, Castle Street, 

Roscommon, Co. Roscommon, F42 

NR79,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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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K 如何向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有上述情况需要协助或者希望进行保密沟通，请
联系我们.

Ronan McGivern, 

国际税务&商业顾问合伙人
邮箱： rmcgivern@rbk.ie
电话： +353 1 6440100

杨盛，

税务&商业顾问
邮箱： syang@rbk.ie
电话： +353 1 64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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