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
您的经商首选
无论是寻求去中国扩展业务的加拿大企业，还是在
海外寻求扩张机会或有意在募集资金的中国企业，
通往成功的道路总是困难重重。
涉足新的市场不仅意味着企业要迎战既有的竞争，
还要应付陌生的法规与制度。文化及语言的差异更
是让企业举步维艰。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如何应对以上挑战是决定您业务成功与否的关键。
德勤将全力协助企业把握机遇，规避风险，为企业
实现业务目标铺设成功之路 。

德勤-为您在中加两地的业务
铺设成功之路
加拿大

德勤

•加拿大地大物博，国土面积世界排名第2。能源，土地，
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蕴藏极其丰富。其中原油，天然
气及主要金属矿产资源及产量均占世界排名前列 。
• 加拿大是拥有全北美距亚洲最近天然港口及成熟的交通
接驳，为亚洲国家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市场提供便捷途
径，是进入美国市场及所有美洲地区市场的门户。
• 加拿大金融系统稳健，有多种欢迎外国投资的优惠政
策，投资环境良好。
• 加拿大是成熟的多元化社会，华裔移民是加拿大丰富的
人力资源的中流砥柱，是加拿大多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生力军 。

德勤是业界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现时在加拿大共拥有
8,000多名专业人士和56个办公地点。是加拿大最大的会计
师事务所。

中国服务组能通过如下渠道为您提升价值
• 充分利用中国的「开放平台」，在有关问题上发挥
重大作用，为不同地区和行业提供本地专识。
• 提高德勤在客户的重点关注事项上的市场地位。
• 促进与本地行业专家和重要决策者的沟通。
• 为您的业务提供及时了解本地法规和最新动向
的渠道。

在1917年，德勤已认识到中国的商机，在上海成立办事
处，成为首家在这个动感及繁荣的大城市开设分支机构的
外国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其中一所具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事务所，我们在大中
华设有21个办事处，拥有近13,500名员工，按照当地适用法
规以协作/合作方式服务客户。
我们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一直为中国会计准则、
税制以及本土专业会计师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在香
港，我们为大约三分之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提供服务。

德勤中国服务组
遍布全球六大洲超过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支整合的团队，宣传、推动并向在华投资的跨国公
司和海外扩张的中国公司提供德勤的专业服务。
作为充分利用中国专业知识、消除文化差异的平台，以及
为确保交付卓越的客户服务，全球中国服务组将配合中国
成员所，努力完善我们跨成员所、跨行业、跨职能和跨领
域的服务方式。

全方位投资服务
德勤已为众多首次进入加拿大市场的中国的大中小企业提
供了专业指导。我们的专家善于处理初次入市时企业会遭
遇的诸多挑战。无论您的企业有 意扩展加拿大的业务，或
是寻找并购机会抑或 有意在北美募集资金，我们都能为您
提供专业建议。此外，我们也为有意选取中国为供应基
地，参与中国消费市场或筹划设立中国运营机构的加拿大
企业提供相关服务。德勤提供的多重服务包括：
• 开展市场评估和提供市场进入战略咨询
• 开展市场调查和可行性研究
• 解读最新政府法规与条例
• 提供有助企业成长的重组战略，包括并购选择
• 鉴别和评估战略合作伙伴，联盟或兼并目标
• 提供国际税务规划，商业运作筹划以及组织性指导
• 协助选取市场及经营地址
• 协助人力资源管理
• 辅助新战略的具体实施

连接中国与加拿大的坚实桥梁
我们与德勤中国和/或其他成员企业合作，协助中国企业进
入北美市场 - 拓展业务，筹集资金和/或从事并购交易。
与德勤中国和/或其他成员企业合作，协助加拿大公司在中
国的投资和运营。
与中国同事紧密合作，协助加拿大公司实施跨国投资战略
并定位相关风险。
我们熟悉中加两国文化，精通英文，法文，普通话和粤语
的沟通技巧，定能全力以赴为您的业务提供全面而有效的
专业服务，务求助您成功实现业务目标。

我们的全面服务如下
• 商业联盟/引介和筛选
• 财务审计及税务合规
• 商业评估
• 企业融资服务/募集资金
• 海关咨询
• 尽职调查
• 人力资源管理
• 间接税务规划
（增值税/货劳税， 不动产税，营业税等）
• 公司上市
• 内部质控及复审
• 国际派遣人员服务
• 国际税务规划及架构
• 市场调查及可行性研究
• 企业合并，并购及重组
• 业务审查
• 利润回流
• 选址服务
• 股权和薪资福利计划
• 市场进入的战略咨询（法律实体的选取）
• 战略采购
• 供应链优化
• 各系统评估，选取及运行
• 转让定价的规划和文档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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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德勤”）是一个品牌，在这个品牌下，具独立法律地位的全球各地成员所属下数以万计的德勤专业人士联
合向经筛选的客 户提供审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管理及税务服务。这些事务所均为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
私人的担保有限公司德勤有限公 司（“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每一个成员所在其所在的特定地区提供服务并遵守
当地的国家法律及专业规则。德勤有限公司并不 参与向客户提供服务。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个成员所乃独立及独特
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对方而承担任何责任。德勤有限公司 及其每一个成员所仅对其自身作为或遗漏承担责任，
而对相互的行为或遗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的每一个成员所的结 构各自根据其所在国家法律、法规、
惯例及其他因素而制定，并且可以在其经营所在地透过从属机构、关联机构及/或其他实体提供专 业服务。

德勤加拿大

德勤，是加拿大的领先专业服务机构之一，致力于提供审计，税务，财务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专业服务。在遍布全加
的56个办公地点 拥有专业人员8,000名。在魁北克，德勤的名称为Samson Bélair/Deloitte & Touche s.e.n.c.r.l 身为安大略省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加拿大德勤 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勤有限公司的加拿大成员公司。
Deloitte (“德勤”) 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 “德勤有限公司”），
以及其一家或多 家成员所。每一个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中有关
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法律结 构的详细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