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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动态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商委、外经委等部委关于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力、加强与专业机构合

作的要求，德勤为有意赴海外投资的上海企业提供赴境外投资的系列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将为

与会者提供及时丰富的市场信息和行业动向，搭建良好的跨境双向投资交流平台，并为参会者

提供与演讲嘉宾交流宝贵经验的机会。 

 

中欧及墨西哥投资研讨会 

2012 年 11 月 7 日举办的研讨会重点关注中欧

及墨西哥。研讨会上来自德勤中欧及墨西哥的

资深合伙人介绍了这两个地区目前的投资环

境，并分析了这些地区越来越受到中国投资者

青睐的原因。联系我们索取讲稿 

 

“投资奥地利，投资维也纳”研讨会 

继 11 月 7 日的中欧及墨西哥投资研讨会成功

举办后，“投资奥地利，投资维也纳”的研讨

会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举行。来自维也纳商

务局、奥地利联邦商务署以及德勤的演讲嘉宾，向来宾详细描述了奥地利的税务优势、维也纳

的投资环境和最重要的商业领域。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发展计划之一，维也纳阿斯庞湖滨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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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获得了演讲嘉宾的重点介绍。会后，多家与会企业与德勤专家及奥地利商务局代表进行了洽

谈和对接。联系我们索取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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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法律、法规 

 

关于印发《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2012 年 10 月 22 日 保监发[2012]93 号 

为规范保险资金境外投资运作行为，防范投资管理风险，实现保险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保险

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保监会公布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关于印发《上海市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2 年 7 月 31 日 沪国资委办[2012]230 号 

为加强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范境外企业经营行为，维护境外国有资产权益，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根据《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26

号）、《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27 号）和《中央企业境

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28 号）等有关规定，上海国资委发布了《上

海市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十二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 
2012 年 7 月 2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2 年 7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十二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以下称

《规划》）。《规划》总结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在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方面取得的长足进

展，对“十二五”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展望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规划》围绕“十二五”规划

纲要主题主线的总体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

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关于做好 2012 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2012 年 7 月 1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政部 

为支持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05]255 号），继续对我国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对外承包

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予以支持，商务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

好 2012 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向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 
2012 年 7 月 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 号），充

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研究制定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

见》。 

 

上海市商务委等关于 2012 年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工作有关操作事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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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23 日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

局”）联合发布的《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商

合函[2009]60 号）精神，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将联合开展 2012 年

上海市境外投资企业的年检工作，并发布《市商务委等关于 2012 年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工作有

关操作事项通知》。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2012 年 4 月 11 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 

为加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下

简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促进中央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引导和规范中央企业境外

投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企业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制定本《中央企业

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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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国际税收政策 
 

香港和加拿大共同签署全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此次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签订，有利于加拿大纳税人在亚洲地区的业务扩展，也为亚洲投资

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进入加拿大市场提供机会和便利。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英国公布 2013 财政法案（草案） 

英国公布了 2013 年财政法案（草案）条款、相关解释说明、对草案意见的回复以及其他相关

资料。草案的技术性咨询将持续至 2013 年 2 月 6 日。德勤就有关一般反避税规则、法定居民

纳税人判断、集团救济规则变化和出口延期纳税的规定等方面的重要建议，并针对新的研发费

用税收优惠制度发布了单独的公告。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欧盟委员会计划加强对骗税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 

此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措施，旨在帮助成员国保护税基，收回共计数十亿欧元的应收税

款。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爱尔兰公布 2013 财年预算 

来自德勤的提示：这是爱尔兰财政调整过程中的第六次预算公布。本次预算提出目标，将在

2013 年实现超过 1 亿英镑的额外税收增长。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俄罗斯近期若干的税收变化将对跨国公司产生影响 

俄罗斯就常设机构的征税、向分支机构支付利息以及增加利息费用抵扣上限等问题提出指导意

见。此外，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塞浦路斯将不再被列于俄罗斯境外交易的黑名单。从税务

筹划和转让定价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将对跨国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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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向议会提交 2012 年税务改革计划 

改革计划中涉及诸多与公司税相关的变化，包括：对无形资产和受控外国公司的定义，最低企

业所得税税基的计算方法，以及对于重组损失的处理方法。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巴西宣布进一步修订对“短期”外部借贷交易征收的金融交易税 

就“短期”入境贷款和境外发行债券（海外债务）需缴纳金融交易税的问题，巴西将“短期”

的定义从平均两年修改至一年。对于不符合“短期”定义的交易，将按 0%缴纳金融交易税；

而符合“短期”定义的交易，将按 6%缴纳金融交易税。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澳大利亚发布一般反避税规则改革法案（草案） 

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立法草案，旨在修订和加强现行国内法中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德勤提示：

该草案的意见征求期已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结束。预计在 2013 年 3 月至 4 月间，最终通过

的法案将被提交议会。请访问澳大利亚财政部网站查看更多内容，并联系我们进一步了解该法

案可能对您带来的影响。 

 

德勤国际税收和贸易经商须知   

该系列旨在协助潜在投资者大致了解 120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商业环境和税务体系，为企业走出

国门、选择海外投资地提供参考信息。请点击查看 2012 年版德勤国际税收和贸易经商须知

（仅限英文版）。 

若需进一步了解最新海外投资相关信息以及获得量身定制的咨询意见及解决方案，请与德勤专

业人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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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外投资信息 

 
光明集团 70 亿元收购英国食品公司正式完成 

中国食品行业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正式完成。光明食品对英国维多麦(Weetabix)食品公司的收

购正式完成交割，该项目交易对价近 7 亿英镑（约合 70 亿元人民币），包括购买 60%的股权

和承担部分债务。 

 

武钢收购蒂森克虏伯激光拼焊集团 

9 月 28 日，武钢独家收购蒂森克虏伯公司旗下的激光拼焊集团，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待报

请双方监管机构和相应监管部门批准后，正式进行股权交割。 

 

中石油斥资 16.3 亿美元购买 BHP 旗下 LNG 项目股份 

12 月 12 日，亚洲最大石油生产商中国石油公司同意斥资 16.3 亿美元收购必和必拓旗下澳大

利亚 Browse 液化天然气(LNG)石油项目的股权。 

 

中海油获加拿大批准收购 Nexen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http://www.treasury.gov.au/ConsultationsandReviews/Submissions/2012/General-anti-avoidance-rule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http://www.deloitte.com/taxguides
http://www.deloitte.com/taxguides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21105/005913571761.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20928/7101453.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21212/140913979998.shtml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IntlBizNews/idCNCNE8B905A20121210


12 月 10 日，中国最大离岸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终于得到加拿大政

府批准其对 Nexen 价值 151 亿美元的收购，至此主要的监管障碍已经扫除，交易可望完成，

对中海油长远发展有正面作用。  

 

巴西批准中化集团收购 10%海上石油区块 

据港股通引述道琼斯报道，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简称 ANP）已批准中国石油企业中化集团

公司（Sinochem Group）收购 5 个海上石油区块 10%的权益。中化集团在拉丁美洲石油领域

继续实现扩张。 

 

中国石化布局东南亚 2 亿美元首建海外石油仓储基地 

中国石化旗下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石化冠德”）10 月 9 日晚发布公告称，将

以约 384 万港元收购印度尼西亚 PT. West Point 公司 95%股权，收购完成后还将投资约 2 亿

美元参建当地石油仓储等项目。 

 

中投拟投建巴西最大物流平台占 34.2%股权 

据报道，中投公司、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以及亚洲最大的现代物流设施提供商与服务商普洛斯将共同成立两家合资公司，以

14.5 亿美元收购 Prosperitas 公司物流设施的两个投资组合。此项交易将建立巴西最大的物流

平台。 

 

上海电建印尼巴厘岛燃煤电厂工程开工 

9 月中旬由上海电建二公司承建的印尼巴厘岛一期 3×142MW 燃煤电厂工程开工典礼在印尼巴

厘岛北部 Celukan Bawang 村施工现场隆重举行。中国电建电力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侯作新，

上海电建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骆家聪等出席。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自动化系统打入俄罗斯选矿市场 

9 月上旬，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携手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KIMKAN 铁矿选矿厂就远东地区 KSG 铁矿建设开发项目签署了 EPC 总承包工程。 

 

中交集团签署肯尼亚 26.6 亿美元铁路项目合同 

7 月中旬，中交集团与肯尼亚铁路局签署蒙巴萨至内罗毕标轨铁路（简称蒙内铁路）项目土建

部分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26.6 亿美元，工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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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网络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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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东非南非新领域 
2013 年 3 月 13 日 

 

中国投资者走进巴西：前景及新观点 
2012 年 12 月 12 日 

 

独辟蹊径 深入调研：矿业并购新浪潮 
2012 年 8 月 29 日 
 

请点击讲座标题注册收听相关内容。也欢迎您点击图片下载最新德勤在线网络讲座指南，查看

更多亚太地区最新税务动向的精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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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领先理念 

 

 

中国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对外并购活动概况 

“金砖国家”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毫无疑问地继续成为全球焦

点。对比相对低迷的其他市场，人口优势、迅猛发展的中型市场，以

及政治相对稳定、投资者乐观程度等特点，都促使“金砖”经济体间

的跨境并购活动持续绽放异彩。为更好地剖析该地区市场发展情况，

德勤中国服务组编写了本报告，回顾了近年来中国针对上述四个在同

时代与其最为相似经济体的对外并购活动。联系我们索取报告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税务安排 (2012 年版)  

作为企业并购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筹划安排不容忽视。积极

成功的税务安排不仅可以协助企业规避税务风险，更能够提高经济效

益，促进集团商业目标的实现。该出版物旨在为中国投资者破解境外

并购的税务安排这一难题厘清总体思路，并就其中一些常见技术问题

进行初步的探讨。联系我们索取报告 

 

 

主体公司核心税务架构（2012/2013 年版） 

过去的五到十年间，全球化集团企业所采用的商业模式经历了重大改

变，由传统的“完全职能生产商”供应链模式逐渐转变为“主体公

司”供应链模式。在这一模式下，降低全球有效税率或实现节税的关

键决策在于选择主体公司的设立地点。本出版物罗列出选取主体公司

所在地时需考虑的税务及商业因素，并对常用备选地区的各项关键特

征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及分析。联系我们索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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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税务安排 

该文章发表于《上海国资》2012 年 8 月刊，介绍了企业海外投资应预

先筹划及关注的要点、投资安排中与股权架构相关的问题和设立中间

控股公司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从税务层面进行了技术探讨。联系我们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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