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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动态 

德勤协助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举办“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研讨会” 

为加强中国企业之间、企业与投资机构之间在境外

投资领域的沟通与交流，德勤中国荣幸地获邀协助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在北京保利大厦酒店成功举办了“中国企业境

外投资研讨会”。研讨会旨在推动中国企业与投资

机构共同合作开展境外投资，分享境外投资的趋

势，交流经验及探讨可能出现的问题。 

会议汇聚了众多的演讲嘉宾和研讨会小组成员，包

括中投公司、德勤、大型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银行

的高层管理人员，吸引了来自 80 多家各行业龙头企业的 100 多名高层管理人员，为有意向扩

大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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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国内法律、法规 

商业投资类：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的通知 
2012 年 12 月 21 日 商合函[2012]1129 号 

根据国家统计局《部门统计调查管理暂行办法》（1999 年第四号令）的规定，商务部、国家

统计国家外汇管理局结合近两年来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 2006 年 12

月印发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发布了该通知。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212/20121208507450.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212/20121208507450.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212/20121208507450.shtml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简化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程序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3 年 1 月 15 日 京发改规[2013]2 号 

为进一步简化地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程序，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有关规定，在北京、上

海、江苏、浙江、山东、四川等省市开展了简化地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程序试点工作。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简化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程序有关工作的通知》。 
 

税收类：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财产收益条款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9 号 

为了规范和统一税收协定中财产收益条款的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

收协定中财产收益条款有关问题的公告》（简称“59 号公告”），主要针对 2010 年发布的国

税发[2010]75 号（简称“75 号文”）对中国与新加坡签订的税收协定（简称“中新协定”）

中第十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规定的解释做出了补充修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本新增税种的公告 
2012 年 12 月 4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49 号 

中日双方主管当局代表经过协商，同意将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方新增加的重建专项所得税和

重建专项法人税。这两个税种是日本根据其国内相关法案设立，分别以中日税收协定中税种范

围条款日方所列的所得税和法人税为税基，且与其实质相同。就此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中日税收协定适用于日本新增税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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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国际税收政策 
 

香港和意大利就收入税项避免双重课税及防止逃税签署协定 

2013 年 1 月 4 日，香港和意大利就收入税项避免双重课税及防止逃税签署协定，这是双方首

次签订此类协议。香港与意大利的全面性协定阐明协定双方的征税权及各种被动收入的税率减

免，有助投资者更有效地评估其跨境经济活动的潜在税务负担。该协定还包含了资料交换条

文。协定将待双方完成有关的批准程序后开始生效，并从双方交换批准书之次年起施行。 

 

新加坡高院针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决定 

新加坡高院维持所得税审查委员会的裁定，即：新加坡一般反避税规则适用于融资安排，但仅

限于以避税为目的的融资安排所产生的利息费用。而正常的贷款所产生的利息费用，由于确实

发生，允许税前列支。 

 

台湾和泰国修订双边税收协定降低股息预提税率 

修改后的协定规定，持股 25%及以上的股东可以减按 5%计提预提税。这是泰国第一次同意将

国内税率减少至 10%以下。而之前泰国和毛里求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的协定约定：如

果之后泰国同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适用更优惠的税率，毛里求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同样可以将税率降至相同水平。这也意味着，毛里求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股东在收到股

息时也可享受 5%的优惠税率。  

 

http://www.bjpc.gov.cn/tztg/201301/t5204690.htm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218817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218817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216698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2166988.html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法国税务机关对禁止滥用股权收购的相关法案条款发表意见 

法国税务机关对 2012 年财政法案中提出的禁止滥用规则发表意见，该禁止滥用规则提出：对

2012 年 1 月 1 日或其后开始的财年中因股权收购而发生的财务费用税前扣除做出限制。 

 

葡萄牙 2013 预算法——企业所得税规则 

一经批准，新的规则将替代现行的资本弱化规则，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净财务费用的列支

范围将适用新的限制比例。 

 
墨西哥发布新的税收改革法案 

2013 年的税收改革方案在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包含一些与墨西哥利益相关跨国公司的税

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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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外投资信息 

万向集团收购 A123 获得美国政府批准 

2013 年 1 月 29 日，中国最大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池制造商 A123 公司资产的请求

日前获得美国政府批准，这意味着在美方担忧敏感技术转移而可能阻挠交易的情况下，万向成

功突围。 

 

昊华能源收购澳大利亚非洲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2013 年 1 月 22 日，昊华能源完成了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登记程序，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对

非洲煤业的持股比例将达到 23.6%，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而南非政局稳定，在非洲基础设施

条件最好，是非洲最大的煤炭出口国。2012 年 1-8 月中国从南非进口煤炭近 1000 万吨，同比

增长 188%，南非已成中国第 6 大煤炭来源国。 

 

中国建材集团在蒙古国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吨水泥项目 

2013 年 1 月 17 日，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两家企业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在上海签署了在蒙古国建设年产 100 万吨水泥项目的 EPC 总承包合同。该项目的

建设将极大缓解蒙古国水泥价格较高、品质不稳、市场紧缺的现状，促进蒙古国基础建设发

展。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建材集团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中工国际“跨界”涉足吉尔吉斯金矿 

中工国际 2013 年 1 月 16 日发布公告，1 月 1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香港）有限公

司将以 480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特颖投资有限公司及萃协有限公司 16%的股份，从而间接获得

吉尔吉斯库鲁——捷盖列克铜金矿的采矿权和探矿权持有人凯奇——恰阿拉特封闭股份公司的

16%股权。 

 

中国水电联合体 13亿美元总承包尼日利亚水电站项目 

2013 年 1 月 10 日，中国电建集团所属中国水电股份公司与中国电工设备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尼电力部签署了宗格鲁水电站 EPC 项目合同。该项目位于尼西

北部尼日尔州，距首都阿布贾约 150 公里，包括大坝、进水塔、引水洞、地下厂房、输变电

线路、进场道路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工程等，设计装机容量 70 万千瓦，工期为 58 个月，项目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http://auto.hexun.com/2013-01-30/150728625.html
http://news.ihongpan.com/news_content.php?id=632669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226/n2410/n314289/15082170.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1/16/c_124237468.htm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226/n2410/n314289/15062824.html


计划在 2014 年完成。  
 

上海企业承建柬埔寨第一家大型炼油厂项目 

2012 年 12 月 28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的总理府隆重举行了柬埔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

称 CPC）获发 500 万吨炼油厂建设和生产经营许可执照仪式以及 CPC 与中国浦发机械工业

股份公司签署炼油厂工程 EPC 总承包协议的仪式。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柬副总理宋

安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潘广学出席了仪式。市商务委副秘书长桑琦也出席了签约仪式。 
 

河北钢铁集团牵头收购南非 PMC 股权 

2012 年 12 月 14 日，由河北钢铁集团作为牵头方的中方联合体和南非工业发展公司，与力拓

集团在北京签署最终协议，确定收购力拓集团和英美资源公司所持有的南非 PMC 公司 74.5%

的股权。 

 

博华资本收购德克夏资产管理 战略携手工行 

2012 年 12 月 14 日，博华资本(GCS Capital)宣布，在与德克夏银行集团总部展开排他性谈判

后，已于近日正式签署收购协议，收购德克夏银行资产管理公司(Dexia Asset Management 或

DAM)。 

 

中资财团正洽购 AIG 旗下飞机租赁分支 ILFC 的 90%股权 

路透香港/纽约 2012 年 12 月 7 日电——美国国际集团(AIG)称，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内

的一个中资财团正就购买 AIG 旗下飞机租赁公司近悉数股权进行谈判，涉及资金约 55 亿美

元。 

回页首 | 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细节 

德勤在线网络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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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击讲座标题注册收听相关内容。也欢迎您点击左图下载最新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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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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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备制造业海外拓展新阶段 

展望未来十年，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将逐步壮大，以获取先进技术为

目的的并购交易仍将是主流，同时也会出现更多以商业拓展为主导的

交易。这一趋势已开始在并购中有所体现。德勤对中国装备制造企业

并购前评估与并购后整合的战略实操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国际、国内

成功案例的分析，总结规律和经验，与您分享。 

 

 

2013 年趋势追踪：矿业公司今年可能面临的十大挑战 

今年是本系列报告发布的第五年，我们对 2013 版《趋势追踪》的投

入力度超过往年。除了突出重点行业指标，今年德勤全球矿业的专业

人士还分享了一系列观点，供矿业公司应对不断变化的行业趋势，例

如资本项目放缓、并购交易量增加等。此外，我们还通过定量分析确

定关键问题和宏观形势。 

 

 

2013 年油砂行业发展之路 

今年的《油砂行业发展之路》报告中，我们广泛审视了油砂的市场进

入问题，并且见仁见智地就可能阻碍或促进油砂业发展的十大趋势进

行了思考，而这些趋势对于行业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相信我

们既能克服阻力，又能抓住机遇。 

 

 

崛起的巨龙——困境时期寻找价值： 

2012 年大中华对外并购项目焦点 

自德勤于 2011 年 9 月发布了第三期大中华海外并购焦点报告以来，

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尽管国内外形势波折，但中国企

业及金融投资者进军海外的步伐并未停止。该报告回顾了近几年中国

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并对未来中国海外投资价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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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德勤是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德勤中国的企业海外投资服务小组由具备全球视野、海外经

验丰富的本地专才组成，依托德勤深广的全球网络及丰富的实战经验，竭诚为您提供与海外投

资相关的一站式商务、税务、财会、并购重组、风险管理、管理咨询以及法律咨询服务，为您

走出国门保驾护航。若您有任何垂询，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华北地区  

曹文正，合伙人（财务咨询） 

+86 10 8520 7795  

ronchao@deloitte.com.cn 

吴嘉源，合伙人（税务） 

+86 10 8520 7501 
kevng@deloitte.com.cn 

华东地区  

mailto:cnon@deloitte.com.cn
mailto:ronchao@deloitte.com.cn
mailto:kevng@deloitte.com.cn


唐荫光，合伙人（财务咨询） 

+86 21 6141 1618 
dantong@deloitte.com.cn 

王鲲，合伙人（税务） 

+86 21 6141 1035 
vicwang@deloitte.com.cn 

华南地区  

杨磊明，合伙人（财务咨询） 

+852 2852 1685/ +86 10 8520 7753 

edmyeung@deloitte.com.hk  

傅振煌，合伙人（税务） 

+852 2238 7333       
dannpo@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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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国企双月刊即将推出 

本期通讯中的部分内容因其重要性与相关性，将在德勤国企双月刊中再次登出。德勤国企双月

刊专司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财税人员，就市场热点、财税、及相关问题予以整理与分

析，提供参考。若您有兴趣阅读该双月刊，敬请留意后续报导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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