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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跨国商业经营意味着需要做许多
决策。一个懂得当地市场和商业文化
的伙伴可以帮助您聚焦关键的业务领
域。

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商业信息瞬息
万变，一个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对企
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可持
续发展商业模式可以是初期有说服
力的市场进入策略，也可以是不断改
进和转化的企业发展模式。

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面临着不计
其数的挑战，例如由于信息资源有限
性和理解限制所导致的国际商业运营
和文化差异等问题。

在您公司商业活动正式启动之后，财
务管理，可靠的经营成果总结以及避
免不可预测的商业趋势成了业务经营
的重中之重。企业将会面临内部控
制，公司治理及税务结构优化等业务
需求。 

我们的中国业务德国专组
对于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我们的专家
将为德国及欧洲公司的在华投资提供
专业服务。在德国的中国业务组为有
意在德投资的中国公司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特别是建立项目管理中国/欧洲
所有商业举措及为中国投资方投资交
易周期的所有阶段提供帮助。

• 创立
• 收购
• 增长
• 重组

我们致力于提高企业海外市场扩张的
成功率及在中国境内投资的效率和高
回报率。对于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我们
的专家将为德国及欧洲公司的在华投
资提供专业服务。

您在德国的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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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MG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

 您的桥梁纽带

• 一站式服务，为您解答所有涉及在德国和中国商业经
营问题。

• 为在德国开展业务或计划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久
经市场考验的审计，税务及其他咨询服务。

• 深刻洞察分析海外子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实际能力
并与竞争者进行标杆比较。

 有竞争力的服务费用

• 费用完全透明。
• 使用我们的服务将使您得到投

资回报。

 明确的沟通

• 业务总牵头人负责所有客户相关事
宜，客户无须跟多头部门打交道。

• 强大的提前预警流程为客户避免
意外发生。

 理解您需求的资深专家

• 由经验丰富的中国/德国专家领导的长期中国
业务组，熟知中德两国文化。

• 由审计，税务和法律专家组成的经验丰富的
跨领域团队将与您紧密合作，协助您的中德
跨境业务*

• 我们提供高标准一贯性的服务。

 您真正的商业伙伴，不仅为
您提供审计服务还为您考虑税
务和法律要求 

• 通过个人联系进行积极主动的知识共
享。

• 中国和德国投资者的子公司及分支机
构本地管理的合作伙伴。

• 为交流在中德两国开展业务的挑战和
机遇定期举办活动和研讨会

中国业务

中国业务 – 您的在德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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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
您的企业正计划扩张海外业务，以便企业从全球化商业
活动中获利。我们可以全程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 公司成立及相关合同咨询服务*

• 设计节税的企业结构和融资方式
• 设计制定节税的外派员工薪酬和税收方式
• 商业模式的战略审核
• 公司选址
• IT设备和应用程序
• 帮助申请为公司创立和融资所设立的投资补助，特

别是对研发支出的专项拨款，并提供相应咨询服务
• 提供会计准则差异分析 
• 人力资源和劳动法*

 收购
您希望通过收购外国或中国公司的方式取得增长，或者
您想通过出售海外业务部门重新定位您的业务。我们可以
帮助您的企业在这个阶段提供以下服务：

• 并购咨询 （买方或卖方咨询支持）
• 企业和个人资产评估
• 尽职调查 （包括法律方面尽职调查）
• 整合项目管理咨询/分离项目管理咨询
• 反垄断相关事项咨询*

 增长 

您已成功建立海外业务。您接下来的目标是扩大当地市场
份额，将新的公司驻地整合融入到您的全球网络中，并有
效地组织管理您的业务流程：

• 支出优化和采购咨询
• 营运资本管理 / 现金池 / 回避汇率风险
• 供应链优化管理
• 销售推广（销售和客服管理）
• 人力资源优化管理（人力资源流程，策略，文化）
• IT项目管理支持和项目控制
• 实现税收优化的企业结构
• 利润分配/亏损分担
• 增值税和关税咨询
• 企业审计支持
• 结算审计（年度结算，依据德国商法（HGB），国际

财务报表准则（IFRS）,中国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PRC GAAP）和国资委（SASAC）报告要求的合
并财务报表）

• 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报表调整及相
关培训

• 合同管理和一般合同条款咨询*

• 法律咨询*

  重组 

在中国稳定的评估和业务活动对您的企业尤其重要，以便
您识别风险，并找到新的经营策略，这可能会帮助您在中
国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使用为您的企
业提供以下服务：

• 资本市场咨询
• 法律实体消减/合并
• 不增加税负的企业重组方案和法律支持
• 商业预测
• 首次公开募股（IPO） 咨询
• 法律程序咨询*

毕马威如何为您提供支持服务

* KPMG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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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会计师股份公司

冯安达
合伙人, 审计, 慕尼黑
电话：+49 89 9282-1152
afeege@kpmg.com

王炜
总监, 市场部, 杜塞尔多夫
电话：+49 211-475-6527
wwang9@kpmg.com

王佳
高级经理, 审计 / 国际业
务与合作, 杜塞尔多夫
电话：+49 211 475-7251
jiawang1@kpmg.com

德国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
我们的在德专家

• KPMG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国领
先的审计和咨询公司，在德国地区设
有25多个机构，专业人员约8,700名.

• 我们强大的区域覆盖使我们能够始终
贴近我们的客户 - 包括如中型或全球
性企业的公司

• 我们由许多精通双语的中国专家参与
的中国业务组，与毕马威全球中国业
务和在华德国业务组均有密切的联
系

• 毕马威德国和毕马威中国通过客户服
务团队和混合项目团队的定期交流，
经常性地进行跨国合作，以确保双边
的知识交流和共享

• 德国股市首要标准指数显示，毕马威
在德国主板上市蓝筹股公司（审计）
中的市场份额：
– DAX-30 53,3 %
– MDAX 33,0 %

审计
张雪霖
合伙人, 审计, 杜塞尔多夫
电话：+49 211 475-6688
jackcheung@kpmg.com

任安婕
合伙人, 审计, 曼海姆
电话：+49 621 4267-100
ariedmann@kpmg.com

王峥
高级经理, 审计, 法兰克福
电话：+49 69 9587-3129
zhengwang@kpmg.com

税务
林柏毅
合伙人, 税务, 杜塞尔多夫
电话：+49 211 475-7628
hlampe@kpmg.com

投资和重组咨询
戴国能
合伙人, 投资和重组, 杜
塞尔多夫
电话：+49 211 475-7547
dirknawe@kpmg.com

沈茂瑞男爵
合伙人, 投资和重组, 杜塞
尔多夫
电话：+49 69 9587-4040
mschenck@kpmg.com

咨询
Tim Löbig
合伙人, 咨询, 慕尼黑
电话：+49 89 9282-4458
timloebig@kpmg.com 

李晶
高级经理, 咨询, 慕尼黑
电话：+49 89 9282-4411
jli35@kpmg.com

Dortmund

Karlsruhe

Halle

Essen

Düsseldorf

Köln

Frankfurt 
am Main

Mainz

Saarbrücken
Mannheim

Freiburg

Stuttgart

Augsburg

München

Regensburg

Nürnberg

Jena

Dresden
Leipzig

BerlinHannover

Bielefeld

Bremen

Hamburg

Kiel
毕马威德国拥有50多位来

自中国本土的员工，他们也

是我们服务团队的核心成员

KPMG律师事务所 贺丽婷博士
合伙人, 投资和重组, 杜塞
尔多夫
电话：+49 211 4155597-272
cheeg@kpm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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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中国
• 1992年KPMG建立了中国境内第一

个中外合资的审计咨询公司，
KPMG香港机构也已成立60余
年。

• 毕马威在中国及香港地区共设16
个分支机构，专业人员约9,000名，
约240名合伙人。

• 我们拥有平衡的当地及跨国企业客
户基础，并为其提供包括审计，税
务和咨询的跨领域综合服务。 

• 来自外国的合伙人和经理，及有国
际经验的中国合伙人和专家形成了
团队的多元化。

• 我们还有一些讲流利德语的中国员
工，这是我们全球和本土招聘活动
成果。

• 毕马威中国已建立中国绩效和能力
中心（“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
，拥有强大的全球网络，为中国商
业提供先进的理念和灵敏的洞察
力。

在华德国业务组
我们的在华德国业务专家

上海
Norbert Meyring
中国事务联系合伙人, 审计, 上海
电话：+86 21 2212-2707
norbert.meyring@kpmg.com

艾安蕾
合伙人, 审计, 上海
电话：+86 21 2212-2727
angelika.altscherer@kpmg.com

崔佗
合伙人, 投资和重组, 上海
电话：+86 21 2212-3178
thorsten.zwiener@kpmg.com

北京
罗德曼
合伙人, 审计, 北京
电话：+86 10 8508-7050
thomas.rodemer@kpmg.com

米尔科
合伙人, 咨询北京
电话：+86 10 8508-7010
mirko.hilsheimer@kpmg.com

拥有德国和中国业务经验的
合伙人
• 我们在协助德国公司在华投资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够理解
德国股东和当地管理层的需求。

• 为跨国企业提供优先的服务，并满
足其所期望的服务一贯性和高品
质。团队具备德语，英语和中文交流
能力，并能以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出发
思考和解决问题。

• 具有德国和中国背景的联合服务团
队，提供了全方位的商业服务，包括
审计，会计，税务，财务顾问及管理
咨询服务。

• 特定领域的咨询，帮助在海外开展
业务的公司解释中国本地及海外
法规并给与实际帮助。

• 毕马威可以为您提供接触中国和德
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决策者的
机会。

• 我们是您与毕马威德国机构和其
他世界各地区德国业务组联系的便
捷联络中心。

北京 
Peking

沈阳 
Shenyang

青島 
Qingdao

南京 
Nanjing 上海 

Schanghai杭州 
Hangzhou

福州 
Fuzhou

厦门 
Xiamen

深圳 
Shenzhen

广州 
Guangzhou

香港 
Hongkong

澳门 
Macau

成都 
Chengdu

天津 
Tianjin

重庆 
Chongqing

佛山 
F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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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告和信息

中国360系列期刊

时事通讯“中国360”致力于发布与中国商业环境
和国家发展动态的趋势和重点话题相关的最新消
息。

在德国投资

在德投资指南概述了德国总体商业
环境以及在德经营企业相关的会
计、税收和法律政策。

行业知识

一系列重点行业出版物，显示了毕马威对重点行
业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理解。

在中国投资

这一重要投资指南，根据毕马威十余
年的业务经验编绘，全面介绍在中国
投资事宜。

聚焦境内先进理念

另有一些实用的刊物，如德英中三语专业词汇表，词
汇覆盖会计条款或规划国际转移定价报告中所涉及
的专业词汇，是专为在德国境内境从事商业活动的个
人和公司量身定制的。

毕马威中国业务拥有自己的知识库，定期发布期刊和出版物，很好地体现我们对许多复杂商业挑战和中德商业往来
中关键问题的理解。

www.kpmg.de/china

请访问我们中国业务德国专组的主页以关注领先的理
念，注册订阅我们的中国通讯（China newsletter）
电子期刊，了解审计，税务和会计方面的最新热点话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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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KPMG AG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冯安达 
合伙人, 审计, 慕尼黑 
电话：+49 89 9282-1152 
gateway-to-germany@kpmg.de

www.kpmg.d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of a general nature and is not intended to address the circumstances of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or entity. Although we endeavor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timely information, there can be no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s of the date it is received or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ccurate in the future. No one should act on such 
inform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after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 2014 KPMG AG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a subsidiary of KPMG Europe LL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Germany. The KPMG name, logo and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