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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ZEN Property Management 隶属 CityZEN Property Group，后者是伦敦城和伦敦
东区 (City & East London) 的一家独立的房产咨询集团。
 
CityZEN Property Group 由多家公司组成，提供客户所需的各种房产服务，帮助他们
处理英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各种事务。CityZEN 的服务包括出租和管理。
 
CityZEN 创立于 2003 年，创始人是 Warren 和 Simon Black，Jeremy Maddison 在
2006 年加入董事会。尽管公司业务不断增长，我们的董事仍亲力亲为，以其作为企业
所有者的经验和用心，直接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多年以来，CityZEN 一直在伦敦城和伦敦东区从事物业管理，管理着 900 多套房 
屋，擅长处理日常租客事务和物业维修。CityZEN 管理的物业中，超过 45% 由海外业
主所有。CityZEN 非常明白海外客户在委托他们出租和管理房产时所赋予他们的责任。
 
CityZEN 的出租团队由 Adriana Sieranska 领导，掌握源源不断的职场租客以及寻求将
优质公寓作为员工宿舍的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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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D	Black	
（联合创始人）

Warren 在 1989 年开始从事房产行业，曾为多家企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他在 2003 年离开 Spicer Haart，与兄弟 Simon 一起创办了 CityZEN。

Simon	Black	
（联合创始人）

Simon 的职业生涯从零售管理开始，曾为多家国际服装品牌工作，之后	与兄弟一
起为 Spicer Haart 集团服务。Simon 常驻 CityZEN 的伦敦城办公室，积极介入销
售和出租团队的日常工作。

Jeremy	Maddison	
（董事总经理，负责英国及海外物业管理）

Jeremy 的职业生涯从零售策划开始，曾为英国及海外的多家跨国公司工作。
Jeremy 曾在普华永道工作多年，负责并购审计与咨询。Jeremy 在 2006 年加入 
CityZEN，对于推动公司的物业管理业务取得快速增长居功至伟。

Toby	Scrivens
（高级资产经理）

Toby 在 2009 年加入公司，对资产管理有极大热情。Toby 帮助建立了多项制度，
带领团队卓有成效地管理着数百个物业。Toby 乐于承担责任和迎接挑战，成功管
理着众多重要资产。

Adriana	Sieranska	
（出租经理）

Adriana 拥 有 丰 富 的 出 租 与 管 理 行 业 经 验， 她 的 加 入 令 CityZEN 如 虎 添 翼。
Adriana 充分利用她从事企业租房业务的背景，为公司介绍了多个优质企业客户，
帮助出租团队在 2015 年取得年度最佳业绩。

CityZEN	管理团队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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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何需要委托我们管理您的物业？
•	 全年每天 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

	–  如今的租户要求享有 7 天 24 小时的全天候服务。CityZEN 正是提供这种全天候
服务， 此外还提供工作时间外的紧急联系热线。

•	 房东安心无虞
 –  物业管理既要求高又花时间。我们的综合服务专门为您解忧，让您安心无忧， 

又免去了您作为房东的诸事烦扰。
•	 租户首选受托物业

 –  越来越多的租户如今都要求租住受托物业，以确保获得专业服务。

为何选择	CityZEN	Property	Management ？
•	 行业专长

 –  我们管理的物业超过 900 个。
 –  我们受托管理的出租物业中 99% 已出租。
 –  我们的团队拥有 30 多年的物业管理经验。 

•	 正直和诚信
 –  我们提供诚实可信的建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秉持客户至上理念。

 –  在英国 ALA 注册 / 客户资金受到保护。
•	 及时沟通

 –  我们致力于确保为您提供最新信息，在问题发生时， 及时通过常用电话、电邮
和物业对账单让您知悉。

•	 客户服务
 –  我们重视所有客户，确保他们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力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得令

人满意的结果。
•	 资产管理

 –  我们了解您的投资对您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保证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
护，将其视同我们自己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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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ZEN	的服务包括：

拍照     
综合市场研究        
寻找租户         
获取参考数据           
草拟租房协议          
组织燃气和电气安全检测   
安排物资清点和入住       
押金存管       
收取租金    	
24 小时急修服务        

安排维修和保养        
安排各项开支的支付        
每月电邮发送对账单           
通知和管理押金        
扣除
管理退租流程      
钥匙保管服务      
公用事业交接  
房屋检测 
法律服务  

无隐藏收费项目

CityZEN	为客户提供全包式服务，没有任何隐藏收费或附加费。我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
都会多次额外收费，他们的费用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诱人，但最后的总费用却很高
	

CityZen 其他竞争对手
合同编制 免费 额外收费
物资盘点 免费 额外收费
办理入住 免费 额外收费
房屋检测 免费 额外收费
在物业现场开展的组织工作 免费 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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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tyZEN	的新软件轻松出租您的物业

CityZEN	最近开发了新的物业软件系统，在全年每日 24 小时里，所有客户都可以随时通过任何设备查看其物
业状况。

所有客户都有专属访问权限，可在线访问特定的专门区域，在其中查看对账单、审核目前和今后的租户、跟踪
维修工作进展，如有任何疑问，还可以轻松联系相关的物业经理。

此软件功能全面，并通过一个强大的基于网络的管理软件实时更新。



房东可通过任何设备，实时查看我们的办公室活动，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也无论在哪个时区。
	
新的软件系统打包了很多功能，房东可访问各种信息，比如：

在线对账单
房东可随时查看租金何时支付，以及任何维修费用的发生时间。在线对账单是房东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对账单
的补充	

租户详情
房东可以在线轻松查看以往、目前和今后的租户信息。查看开始和结束日期、放假日期和押金登记详情。
CityZEN	的软件会向客户显示其每所物业的所有租户的完整历史记录。

押金登记
房东可跟踪他们的所有押金情况，我们的软件会给房东提供全部押金信息，方便他们跟踪自己的资金。	

下载账目
房东再也无需等待对账单寄达。我们的软件将每月制作可下载的	PDF	文件，以供房东打印、发送电子邮件或存
储以备日后查阅。	

直接联系人
每位房东都有专门的联系人，以便处理他们的出租物业。此外，如果联系不上，我们的软件会提供详细的办公
室信息和联系信息，以便及时处理物业事宜。

帮助您发展自己的租赁投资组合
房东现在可以在集中在一处轻松管理自己所有的出租物业。我们的软件支持物业组合管理，可跟踪您的所有租
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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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责任
•	 安全条例

–  燃气 -《1994 年燃气安全（安装和使用）条例》（1998 年修订）– 房东必须对燃气设施和所有燃气用具提供维
护，包括由 GASSAFE 注册工程师执行的年度检修和安全检查，并且必须向每位租户提供一份最新的检测证书。
（CityZEN 会代表客户取得燃气证书）。

–  电气	-《1994 年电气设备（安全）条例》和《1989 年用电条例》- 房东必须确保所有使用干线电压的家用电
器和设备均经过测试并符合要求。任何不可维修的部件均必须更换和拆除。（CityZEN 会确保所有电气设备符
合条例规定）。

–  EPC	- 自 2008 年起，根据法律要求，每一所在市场上出租和销售的物业都必须取得能效证书 (EPC)。（如果尚
未取得 EPC，CityZEN 会代表客户取得该证书）。

–  家具 -《1988 年家具和家饰（防火）（安全）条例》（1989 年和  1993 年修订）- 软装饰（比如床垫、沙发、 
床架、靠垫和软包床头板等）必须符合防火标准，并附有以示证明的永久性标签。如果不能证明相应物品符
合标准，则必须拆除和更换该物件。（CityZEN 会检查家具，确保其符合条例规定）。

•	 纳税义务
- 所有身为英国居民的房东都有责任确保就出租英国境内物业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向 HMRC 报税
- 根据法律要求，所有房产中介每年必须就其在英国出租的每一所物业向 HMRC 作出申报。
- 非英国居民的房东
- 根据《1995 年（非居民）土地税条例》，任何代表非居民房东收取租金的中介必须扣留相应税款并向 HMRC 缴纳。
 非居民房东是指，其“常住地址”在英国境外达 6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人士。 
- 中介有义务就其所收取的全部租金（扣除各项免税开支后）按基本税率扣除税款，并且每季度向 HMRC 纳税。

您需要在年度纳税申报表中进行报税，并确保所缴纳的税款正确无误。
- 法律明确规定，中介有责任征收和缴纳税款，因此在 HMRC 未直接征缴的情况下，也会进行扣税。
- 获取未扣除税款的租金
- 非居民房东可以向 HMRC 申请获取未扣除税款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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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以申请加入“非居民房东计划”，只需填写 NRL1i 表格，该
表格可在以下 HMRC 网站上获取 ：

- www.hmrc.gov.uk/international/nr-landlords.htm
- CityZEN 可帮助您填写该表格，以便您获取未扣除税款的租金。
- 我们强烈建议您申请加入该计划。
- HMRC 收到您的申请并批准您获得全额租金后，您和您指定的中

介都会收到通知，允许不从租金中扣税。我们只有在收到该通知
后才会取消扣税，而不是从您申请的时候起取消扣税。

- 请注意，加入“非居民房东计划”并不意味着您可以免税。您仍
必须就您从出租物业中获得的全部收入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

- CityZEN 建议您向会计或有资质的税务顾问征询专业建议，以了
解进一步的信息。

•	 押金存管
–  自 2007 年 4 月起，根据法律要求，所有房东须将“短期保证租房

协议”项下的任何押金交由获得授权的押金存管计划来保管。
–  CityZEN 是 myDeposits 成员，这是一项基于保险的计划。
–  租户在租期结束时就押金中的扣减和损毁项目提出的争议中，

CityZEN 的胜出率高达 95%。 

•	 修缮义务
– 《1985 年房东与租户法案》规定，房东负有以下法定义务 ：使物

业保持良好修缮及正常使用状态，并且应尽一切努力在合理时间
期限内开展任何修复工作。（CityZEN 会确保所有房东及时履行修
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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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业主的真实评价	

重要的是与成功者合作，CityZEN	很高兴在此分享最近的一些客户评价。

“我与	CityZEN	合作多年，他们不愧是一家诚实可靠的公司。我在亚洲的生活很忙碌，没有时间来操心在伦敦
的房产组合。CityZEN	全权管理我的伦敦房产，让我可以专注于其他事务”
Dr	H	Lee，香港
	
“作为英国的首次置业者，我非常感激	Cityzen	的团队，他们竭尽全力帮助我完成每一步。我对内部设计非常
挑剔，而我的特殊要求都很快得到满足。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从新加坡管理我的物业都毫不麻烦，现在，我已
经全权委托他们管理我在伦敦的所有物业。我极力推荐	Cityzen。”
Teresa	Woo	小姐，新加坡

“我最近购置了在伦敦的首套公寓，我很担心处理不好整个流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别人向我推荐了	
CityZEN，他们为我找了一家很好的租户，而且总是在我需要时提供帮助”
Lee	女士，吉隆坡

“伦敦那家大型的出租与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让我很失望，于是我决定换一家。我找到了	CityZEN，他们承诺
为我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迄今为止，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我觉得他们很重视我的业务，而且不认为这是理所
当然”
Chua	先生，香港	

“伦敦的出租与管理中介可能会很糟糕，很难找到一家好中介，我自己的一位客户向我介绍了	CityZEN，现在
我不打算与其他任何一家合作了。他们说到做到，我的物业总是能顺利地租出去”
Tsui	先生，中国大陆



CityZen	和	Regal	Homes
CityZEN	与	Regal	Homes	合作多年，负责出租和管理后者的所有物业组合。CityZEN	是	Regal	为其开发项目
推荐的出租与转售中介。
	
Regal	Homes	的首席执行官	Paul	Eden	简要阐述了他与我
们合作的原因：
	
“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
打造品牌声誉。客户的物业在竣工之日就已出租，了解到
这一点让我们的买家充满信心和热情，愿意继续投资到我
们的开发项目中。
	
我会向	Regal	买家极力推荐	CityZEN，因为他们提供同样
的优质服务和个性化方案，正如我们在	Regal	Homes	为客
户所做的一样。”

CityZEN	提供的服务	

出租和管理
•		 物业出租	
•		 房租保障险	
•		 物资盘点		
•		 综合管理	

物业维护与翻新
•		 规划及设计建议	
•		 紧急维修	
•		 所有在建工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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