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ALERT 

 

英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经济措施具有实质性，且旨在覆盖绝大多数公司和员工。尽管如此，一些个人和公司可能仍
无法受惠于此。形势跌宕起伏，政府定期公布新举措践行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 ）的承诺：“不
惜一切代价使经济度过难关”。 

我们在下文列出迄今已公布的英国政府资助方案（ ）。您可以逐一点击下列链接以查看各个方案，或点击
此处下载我们编制的全部已公布措施的英文汇总。 

方案 

冠状病毒(中小型)经营者业务中断贷款方案（ ） 

零售业、酒店业和休闲娱乐业营业税免征期 

零售业、酒店业和休闲娱乐业现金补助 

冠状病毒就业保持方案（ ） 

小企业补助金 

英国政府 资助方案 

英国政府公布前所未有的措施以协助英国劳动者和企业渡过 疫情。 

作者： ， ，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https://www.pillsburylaw.com/images/content/1/2/v7/129876/COVID-19-UK-Government-Funding-Schemes.pdf
https://www.pillsburylaw.com/images/content/1/2/v7/129876/COVID-19-UK-Government-Funding-Schemes.pdf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2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3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4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5


 
 

英国政府 资助方案

 

 

法定病假工资（ ）补偿 

延缓征期（ ） 

公司融资授信（ ） 

托儿所营业税免征期 

增值税缓缴 

自由职业者个人所得税缓缴 

自由职业者收入支持方案 

保护商业租户免遭驱逐 

报账展期 

破产法修订 

冠状病毒大型经营者业务中断贷款方案（ ）

冠状病毒中小型经营者业务中断贷款方案（ ） 

摘要 

根据该方案，年营业额不超过 万英镑的中小企业因冠状病毒面临现金流困难的，可获得政府支持的最高达
万英镑的融资，商业金融产品可包括定期贷款、透支和资产融资。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6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7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8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9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0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1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2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3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4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5
https://www.pillsburylaw.com/en/news-and-insights/uk-government-covid-19-funding-initiatives.html#A16


 
 

英国政府 资助方案

 

 

该方案的重要特色： 

• 该方案项下授信的最高额度为 万英镑。

• 定期贷款和资产融资授信的融资期限最高可达六年。透支和发票融资授信的期限最高可达三年。

• 每一贷方可就 未偿还的贷款额享受政府担保，但每一贷方享受的政府担保总额有最高限额。 

• 贷方将支付费用以加入该方案，该方案不向借方收取保证费用。 

• 政府将支付最初 个月的利息和任何贷方收取的费用（业务中断支付）。 

• 贷方可自行利用该方案提供任何额度的的无担保授信。 

适用资格 

该方案针对英国本土的中小型企业，其年营业额不得 万英镑，若非受当前疫情影响，贷方会认定其贷款方案
具有可行性，且贷方确信提供贷款后该中小企业能够摆脱中短期的困境。 

有关 的适用资格认定全权交由官方委任的贷方决定。 

渔业、水产业和农业可能不符合由政府承担的全部业务中断支付。 

下列行业和组织不得申请：银行、建筑协会、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除外）；公共领域，包括国家
出资的中小学；雇主、专业人员、宗教或政治成员组织或工会。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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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可通过英国商业银行官方委任的 余家贷方提出参与 的申请，贷方将进一步申请加入该方案。 

请见已公布的委任贷方名单。几乎所有大银行都提供该方案的申请服务。 

鼓励企业先联系其现有贷方（可通过其现有贷方的网站联系），如其无法获得所需融资， 
再考虑联系委任贷方名单上的其他贷方。 

补充信息 

最初宣布方案时，政府建议能够基于正常商业条款提供融资而无需使用 的贷方，不得使用 方案。 

自 月 日周一起，该方案的范围扩大至包括符合正常商业授信要求的企业，这便大大增加了可申请该方案的企
业数量。 

月 日，政府扩大该方案（回溯至 月 日起生效），使企业在获得 英镑以上的授信贷款前不再需要佐
证其缺少担保。 

对 英镑以下的贷款，贷方不得要求提供个人保证。对 英镑以上的贷款，贷方可（自行决定）要求
个人保证，但在该等个人保证下的偿还款不得超过根据 方案获得的贷款金额减去商业资产保证执行后所得金
额的剩余未偿还贷款部分的 20%。 

借方对债务始终承担 的责任。

零售业、酒店业和休闲娱乐业营业税免征期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https://www.british-business-bank.co.uk/ourpartners/coronavirus-business-interruption-loan-scheme-cbils/accredited-lenders/
https://www.british-business-bank.co.uk/ourpartners/coronavirus-business-interruption-loan-scheme-cbils/accredited-lenders/
https://www.british-business-bank.co.uk/ourpartners/coronavirus-business-interruption-loan-scheme-cbils/accredited-l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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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该方案，在英国从事零售业、酒店业或休闲娱乐业的企业将无需缴纳 纳税年度的营业税。 

此方案无免征额上限。

适用资格 

位于英国本土的、全部或主要用于商店、饭店、咖啡厅、酒吧、影院和现场音乐会场所的房产，用于集会和休闲
娱乐的房产，或用于酒店、招待所、寄宿以及自助式住宿的房产，将享有救济资格。 

政府已经公布了详细的指南，说明可享受救济的业务类型。 

申请方式 

地方政府机关将直接对享有资格的企业的税务账单在 纳税年度适用营业税免征期。 

地方政府机关将尽快向 纳税年度享受零售优惠的企业重新计税。 

补充信息 

与欧盟协商的英国脱欧协议规定，欧盟国家救助规则在过渡期内将继续适用。 

我们了解到英国政府已经向欧洲委员会申请豁免适用其国家救助规则，目前尚待批准。 

提供给地方政府机关的指南中说明其应准备发放相关救济而无需顾虑国家救助规则，申请结果一旦出炉，将立刻
通知地方政府机关。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73622/Expanded_Retail_Discount_Guidance.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73622/Expanded_Retail_Discount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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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酒店业和休闲娱乐业现金补助 

摘要 

根据该方案，在英国从事零售业、酒店业或休闲娱乐业的企业，就每一所房产将获得最多 英镑的现金补
助。 

在上述行业的企业，若有应课税价值低于 英镑的房产，其将收到 英镑的补助；若有应课税价值介于
英镑至 英镑的房产，将收到 英镑的补助。 

适用资格 

位于英国本土的、从事零售业、酒店业和/或娱乐业的企业，且拥有全部或主要用于商店、饭店、咖啡厅、酒吧、
影院和现场音乐会场所的房产，用于集会和休闲娱乐的房产，或用于酒店、招待所、寄宿以及自助式住宿的房
产，将享有救济资格。 

拥有应课税价值等于或高于 英镑的企业不符合该方案要求的资格。 

本方案不包括不属于营业税体系内的纳税人的企业，或截至 月 日已经清算或解散的企业。 

申请方式 

地方政府机关将致函所有符合资格的企业说明如何申请该项补助。

补充信息 

任何有关补助金资格或发放的问题应直接与地方政府机关沟通。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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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就业保持方案（ ）

摘要 

根据该方案，所有参与所得税预扣（ ）方案的英国雇主将获得政府补助，以继续支付原本会在此次危机期间
被解雇的员工的部分工资。此方案是为了使员工不被解雇。 

补助可支付“被休假”员工（即仍然在雇主的薪资名单上但并不被安排工作的员工） 的薪资（上限为 英
镑每月）。雇主可补充支付薪资，但该方案不做强制要求。 

补助还可支付“被休假”员工相关的国家保险缴纳和雇主承担的最低标准的养老金。 

方案执行三个月，回溯自 年 月 日起实施，必要时可能会延期。 

方案未设定政府提供的补助金的总额上限。

政府计划于四月底支付本方案项下的第一批补助。

适用资格 

所有参与所得税预扣（ ）方案的英国雇主都具备资格，包括国营行业、地方政府机关和慈善机构。 

接受公共资金以支付员工工资的雇主（无论国营还是私营行业），如果持续接受资助，则不应强制安排员工休
假。 

雇主须不迟于 年 月 日创建所得税预扣薪资方案，并拥有英国银行账户。 

员工须被正式列为“被休假”员工，即员工已被要求停止工作，但仍在公司薪资名单上。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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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雇主首先须把受影响的员工正式列明为“被休假员工”并通知员工。 

随后，雇主可通过目前在开发的新的线上系统向英国税务海关总署（ ）提交有关被休假员工及其收入的信
息。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正在紧急建立线上系统以使雇主可提出申请，并方便向雇主支付报销费用。线上系统建设完成
后，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将会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系统预计在 年四月底上线。 

补充信息 

将员工列为“被休假员工”受限于劳动法、劳动合同的规定，双方可能须对此进行协商。 

被休假的员工继续享有之前的同等权利，包括享有法定病假工资的权利、生育权、其他亲权、反对不公平解雇和
获得裁员补偿的权利。 

被休假员工可以是签订任何类型劳动合同的员工，包括代理合同、弹性或零时工合同。 

学徒也可被休假，且被允许在休假期间继续其培训。 

根据该方案，非员工如公司董事以及有限合伙的领薪成员也具备本方案下的资格。 

该方案涵盖自 年 月 日起被解雇，后被雇主返聘的员工。 

为具备资格，被休假员工不得代表其组织从事任何工作。缩短工时的员工不具备该方案下的资格。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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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补助金 

摘要 

对因享受小企业营业税减免（ ）、乡村税收减免（ ）和逐步税收减免（ ）而支付小部分或未支付营业税
的小企业，该方案将一次性提供 英镑的补助，以帮助其承担经营费用。 

方案的资金预计在 年 月 日到位。 

适用资格 

补助将发放给英国本土企业，该类企业截至 年 月 日已享受营业税减免、乡村税收减免和逐步税收减免并
占有房产。 

申请方式 

地方政府机关将向所有具备资格的企业致函说明申请该项补助的信息。

补充信息 

任何有关补助金资格或发放的问题应直接与地方政府机关沟通。

法定病假工资（ ）补偿 

摘要 

根据该方案，对于因新冠病毒而休病假的员工，中小企业可申请法定病假工资补偿（目前为每员工每周 英
镑）。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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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项下的补偿将最高涵盖因冠状病毒而休病假的、符合方案资格的员工两周的法定病假工资。 

政府目前正立法规定从第一天病假起开始支付法定病假工资，此方案回溯至 年 月 日生效。 

适用资格 

截至 年 月 日，员工人数不足 人的所有英国企业可要求获得其向因 影响而拿到法定病假工资
的员工支出的费用的补偿。 

申请方式 

现有体系对于雇主获得法定病假工资的补助不够便利，政府已承诺在接下来的数月同雇主一起尽快设立合适的返
款机制。 

补充信息 

政府建议雇主应保留员工缺勤和法定病假工资支付的记录，但员工无须提供社区医生出具的健康证明。 

若雇主要求证明，有冠状病毒感染体征的员工可从 线上申请隔离证明，同有症状的人合住的员工可向
网站申请证明。 

延缓征期 

摘要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正在为现有的延缓征期方案投入额外的资源，允许承受财务压力的实体将其纳税义务推迟至将
来分期缴纳。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宣布有多达 名电话接线员来支持需要帮助的企业和个人，并且已经开设一条电话专线用
以处理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延缓征期的咨询。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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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资格 

所有承受财务压力并有未纳税金的英国纳税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均有资格申请延缓征期，但将根据个案的具体情
况决定具体安排，一事一议。 

申请方式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开设热线电话用以处理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延缓征期的咨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八点至下
午四点可拨打 。 

补充信息 

申请人申请延缓征期应准备好与英国税务海关总署进行详细谈话，谈话会涉及到申请人所处具体情况、财务状况
和其将采取何种措施实现纳税。 

谈话后，若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确信申请人可立刻纳税，申请人须立刻纳税。 

如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同意延缓纳税时间，双方将确定方案，在双方同意的各日期分期缴纳。 

公司融资授信（ ）

摘要 

根据该方案，英格兰银行将购买商业票据形式的短期债务来协助较大的公司解决冠状病毒对其现金流造成的干
扰。 

该融资将提供与危机前市场通行条件相当的融资条款。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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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英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公司，该方案将实施至少 个月，直至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压力。 

适用资格 

该方案面向非金融行业、对英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且可证明其在受到冠状病毒影响前财务状况健康良好的英国注
册公司（包括母公司在国外注册的公司）。 

实际上，即指截至 年 月 日投资评分等级为短期或长期（如：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和 晨星中至少一
家信用评级为 ）或同等级别的公司。 

希望利用该方案的公司，之前无须发行过商业票据。 

申请方式 

公司融资授信现在已开放申请。为获得授信，公司应首先与其银行联系。 

若其银行不发行商业票据，公司可参考在此公布的可提供协助的银行名单。 

补充信息 

为获得 公司融资授信，建议尚未有信用评级的公司与一家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联系，以获得信用质量评
估。 

托儿所营业税免征期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https://www.ukfinance.org.uk/covid-19-corporate-financing-facilities
https://www.ukfinance.org.uk/covid-19-corporate-financing-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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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该方案，英国本土的托儿所不必缴纳 纳税年度的营业税。 

适用资格 

在教育标准局（ ）早期注册处登记注册、完全或主要用于早期基础阶段教育的房产，具备该方案的资格。 

申请方式 

地方政府机关将对具备资格的托儿所直接免征 纳税年度的营业税。 

增值税缓缴 

摘要 

根据该方案，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增值税缓缴三个月。 

增值税登记企业在此期间无需缴纳增值税，对于在缓缴期间累积的税额，在 纳税年度结束前缴纳即刻。 

适用资格 

所有登记的增值税英国纳税企业均具备资格。 

申请方式 

该缓缴自动实施，无需申请。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英国政府 资助方案

 

 

政府建议通常直接以借记转账方式支付增值税的客户应提前足够的时间向其银行取消直接借记转账，以避免英国
税务海关总署在收到客户增值税申报时自动尝试收款。 

补充信息 

延缓期间，增值税的返还和补偿同往常一样由政府支付。 

自由职业者个人所得税缓缴 

摘要 

根据该方案，自我申报体系下 年 月 日到期的所得税可延缓至 年 月 日到期。 

延缓期间的晚缴不会被收取罚金或利息。 

适用资格 

所有自由职业者均具备资格。 

申请方式 

自动实施无需申请。

补充信息 

延缓是选择性的，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建议有财力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应该直接纳税。 

自由职业收入支持方案（ ）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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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自由职业者或合伙企业的成员可申请数额相当于前三个纳税年度月均营业利润 的应税补
助（最高额为每月 英镑）。 

适用资格 

为获得本方案资格，申请人须： 

•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年所得税自我评估税务申报表；

• 在 纳税年度内有营业；

• 在申请时有营业（或若非因 影响，原本会营业）；

• 打算在 纳税年度继续营业；且

• 已因 的影响损失了营业利润。

自由职业的营业利润必须低于 英镑，且自由职业的收入须超过总收入的一半。 

申请方式 

该方案还未开放申请。一旦方案开始施行，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将直接邀请具备资格的个人申请。 

补充信息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正紧急开展工作以实施该方案，预计补助将在 年 月初开始发放。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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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商业租户免遭驱逐 

摘要 

因 无法支付租金的商业租户将会受到保护而免遭驱逐。

这类措施意味着如果租户拖欠付款至 年 月 日，其不会丧失租约或被迫迁出营业场所。 

必要时政府可延长期限。

适用资格 

所有位于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商业租户都具备资格。 

申请方式 

无需申请。

补充信息 

该措施并未免除租金支付义务。所有商业租户仍有义务支付租金。

政府也正在考虑商业房东的境遇，并将为房东制定支持政策。 

报账展期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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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公司的业务若已受到 的影响，公司可向公司注册署申请推迟三个月报账。 

适用资格 

公司需申请展期，但若其申请提及 问题，其将自动获得展期。 

破产法修订 

摘要 

月 日，英国政府宣布计划修改英国现行破产法的框架，包括： 

• 公司暂停偿付债务，债权人在一段时间内延缓行使债权，而使公司可寻求救助或重组；

• 在公司寻求救助或重组时，保护其购买重要供应物资的能力以使其在暂停偿债期间能够继续营业；和

• 新的重组计划，债权人亦受其约束。

这些提议将包括对债权人和供应商的重要保障措施，确保债务人在寻求解决方案的同时向债权人和供应商持续付
款。 

此外，回溯自 年 月 日起，暂时放宽《破产法》（ ）中的“不良交易”条款。 

根据现行法律，在以下情况下，若公司董事继续交易，则发生不良交易：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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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没有避免破产的理性的前景；和

• 董事未能采取其本该采取的措施以减少公司债权人的潜在损失。 

通过暂停上述不良交易规定，英国政府希望激励董事有信心在危机期间持续经营，而不必担心若公司最终破产将
会承担个人责任。 

申请方式 

使上述公布的修订生效的立法将“尽早”出台。但由于议会目前休会至 月 日，上述修订的具体生效时间和适
用性尚不确定。 

冠状病毒大型经营者业务中断贷款方案（ ）

摘要 

根据该方案，大企业将可获得最高 万英镑的由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 

该方案面向的目标群体为：在 发生前可生存、但现在却面临重大现金流困难而经受短期生存考验的企
业。 

企业可获得融资产品，如短期贷款、透支、发票融资和资产融资，贷方将会获得相当于未偿还贷款额 的政府
担保。 

适用资格 

为获得该方案下的资格，企业须： 

• 位于英国；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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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营业额介于 万英镑至 亿英镑之间；

• 无法获得正常的商业融资；以及

• 有贷款方案，（ ）若非受 影响，贷方会认定其贷款方案可行，且（ ）贷方认为该等方案将使企业
摆脱中短期困境。

该方案向任何行业的企业开放，但不包括银行、建筑协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除外）和国营行
业的公司。 

申请方式 

该方案将于 年 月施行，稍后将公布有关如何申请的进一步信息。 

补充信息 

借方始终承担 的债务责任。 

http://www.profcertcoali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