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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动态 

2013 德勤 中国-北欧清洁技术行业高峰论坛 

2013年 3月 5日德勤在上海举办了“中国-北欧清洁技术行业高峰论坛”。来自芬兰和瑞典的

政界代表、投资界的合作伙伴及金融机构的嘉宾，就清洁行业的机遇和挑战等内容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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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国内法律、法规 

商业投资类： 

 
   商务部关于印发《规范对外投资合作领域竞争行为的规定》的通知 

2013 年 3 月 1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为促进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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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提升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商务部制定了相关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3 年 3 月 1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为促进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

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提升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商务部制定了相关规定。 
 

商务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的通知 
2013 年 2 月 28 日 商合函[2013]74号 

为指导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进一步规范环境保护行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社会

责任，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可持续发展，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相关指南。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解读稿 
2013 年 2 月 28 日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继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后，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

司也同时发布相关解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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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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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

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1号令）、《关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外资[2009]1479号），以及《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发

改外资[2011]235号）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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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

发布了相关通知。 

 
 

税收类：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股息条款涉及受益所有人案例的处理意见 
2013 年 4 月 12 日 税总函[2013] 165号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年 4月 12日发布了税总函[2013]165号文件(以下简称“165号文”)，

就一些省市国家税务局上报的执行《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安排》中股息条款下部分香港公司是否具备受益所有人身份的问题给出指导意见。德

勤针对这一重要进展撰写了《税务评论》，欢迎联系我们了解详情。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对所得和财产收益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    

2013年 2月 27日，国家税务总局王力副局长与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先生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

署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对所得和财产收益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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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国际税收政策 
 

经合组织发布报告提示税后套期交易的风险 

在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向全球的税务机关发布了纳税人将税务影响计算在内的套期交

易（以后简称“税后套期交易”）的激进税务筹划可能造成的风险。整个报告题为“以税后套

期交易为基础的激进税务筹划”。报告介绍了税后套期交易的特点、风险以及政府机关可以用

来检测与应对这类激进税务筹划的工具。 

 

台湾——新的反避税规定与自由经济示范区 

台湾拟定了新的反避税规定——两项涉及受控外国公司以及有效经营管理地的新规定正在审议

中。如果这些规定被通过，预计将从 2015年开始执行。 

台湾政府计划在新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实行税收优惠——这一举动旨在努力放开与促进台湾经

济。台湾政府已同意推行一项计划，拟建立新的自由经济示范区，通过税收优惠来吸引外国员

工与国际投资。 

 

韩国颁布税法修正法案 

相关条款包括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以及自 2013年 1月 1日起将针对外国企业征税。法案还补

充并修改了在某一外国公司间（例如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关联交易所引起的税务事项有关

的规定以及关于计算关联公司担保中公平交易价格的新标准。 

 

日本收益剥离规定自 2013 年 4月 1 日起生效 

作为 2012年税制改革的一部分，日本正式通过了收益剥离规定。根据新的规定，企业向关联

方支付的净利息支出可税前扣除的限额为调整后应税收入的 50%。该规定自 2013年 4月 1日

起新的税收年度起生效。 

 

印度明确有关税收居民证明若干事项 

印度财政部针对与纳税人申请税收协定待遇所需的税收居民证明（TRC）有关的若干事项进行

了明确。先前针对这一问题发布的解释备忘录里的措辞已引起了外国投资者们的关注，因为该

解释备忘录表明，缔约国一方居民纳税人提供的税收居民证明有可能会被税务当局质疑。 

 

间接转让印度公司股权所获得的资本利得无需在印度纳税 

印度一家高等法院裁定，一家法国合资企业通过转让一家法国控股公司（该公司的唯一资产是

一家印度公司的股权）产生的资本利得不需缴纳印度的预提所得税。 
 

德国扩大了双重损失合并规则适用的范围 

德国扩大了双重损失合并规则适用的范围。集团内的母公司或者子公司在外国司法管辖区内发

生的损失都可适用于该规则。新的规则将对德国境内和境外交易的架构产生影响。 

 

德国联邦会议通过了对于组合股息的税收减免 

根据已批准的税收减免政策，对于曾经收到过投资组合股息的非居民投资者，在符合某些特定

的条件下，可以获得针对该股息缴纳的预提所得税的返还。而针对居民投资者收到的股息所适

用的税收豁免将废除，未来对于居民投资者和非居民投资者收到的股息将适用相同的税收待



遇。因此，自 2013 年 2 月 28 日之后计提的，来源于少于 10%持股（自公历年度的开始日起

算）的股息将不再获得税收豁免。 

 

波兰宣布引入一般反避税规则 

波兰在本次对税法典的修改将引入一般反避税规则，并且允许仅以电子化形式做出税收裁定。 

 

芬兰考虑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 

芬兰政府提议在 2014 年将本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目前的 24.5%下调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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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外投资信息 

万科欲以 1.355 亿新元(约合 1.09 亿美元)收购吉宝置业在新加坡一个发展项目 30%的权益 

4 月 16 日电（记者 陈济朋）新加坡吉宝置业 16 日宣布与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结成战略

合作伙伴，万科将通过子公司出资 1.355 亿新元（约合 6.78 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吉宝置

业在新加坡一个发展项目 30%的权益。万科表示，这是该公司在新加坡的第一笔投资。 

 

奥亮集团拟斥资约 3.92 亿港元(约 5 千万美元)收购 Upfield Sky Limited 全部股权 

奥亮集团 4 月 2 日公布，收购美国影视特效公司 Digital Domain 70%股权，代价 3.92 亿元，

将透过发行两年期零息可换股票据支付，换股价为 0.04 元，较停牌前收市价 0.118 元折让

66.1%，最多换 98 亿股，占扩大后股本 49.92%。 

 

上岱宇国际预收购加拿大健身器材经销商 Pincoffs 公司 

岱宇国际 3 月 29 日董事会决议，将以近千万美元并购加拿大健身器材经销商 Pincoffs 公司，

整体并购案预计第二季度完成，岱宇将继续稳坐全球前 3 大家用健身器材厂商。 

 

中国教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收购意向书 

2013 年 3 月 28 日，以管理和经营全球私人学校与教育机构为目标的中国教育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宣布，签署了一份收购总部位于纽约的 Edu Cloud , Inc(简称“EDUX”)的意向书。 

 

中国万向集团成功收购美国 BPI 公司 

3 月 26 日，继年初收购美国 A123 系统公司之后，中国民营企业万向集团近日完成了今年第

二宗海外收购：美国当地时间 3 月 18 日，万向美国公司联合其他投资人完成了对国际汽车零

部件厂商美国 BPI 公司的整体收购。 

 

北控水务(00371.HK)近 10 亿购葡萄牙水处理营运商 CGEP 

北控水务宣布，斥 9509.3 万欧元(约 9.6 亿港元)收购葡萄牙私营水处理营运商 CGEP 集团全

部股本连股东贷款，代价最高可调整至 1 亿欧元(约 10.1 亿港元)，以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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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并购印度 LNVT 进展公告 

3 月 21 日，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并购印度 LNVT 进展公告。 

 

中国电建再签两国外项目 中标额约 4 亿美元 

3 月 20 日，中国电建集团所属水电股份公司接连签约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民都鲁 OM铁合金冶

炼厂 EPC 总承包项目和刚果（布）奥林匹克运动员村建设项目，项目中标额约 4 亿美元。 

 

DJ 龙源电力、Egco 入围澳大利亚风电场竞购企业名单 

3 月 18 日，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国 Electricity Generatin 入围澳大利亚 Boco Roc 

k 风电场部分股权的竞购企业名单可能收购 Boco Rock 50%至 100%的股权。 

 

中海码头收购比利时集装箱码头 24%权益 

3 月 15 日，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将收购比利时一个集装箱码头 24%的权益，这是中国公司

又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收购码头资产。 

 

中石油收购埃尼东非天然气区块 20%权益 

3 月 15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斥资 42 亿美元，收购了意大利石油集团埃尼(Eni)运营的

关键区块 20%的权益，在莫桑比克巨大的海上天然气气田插上了自己的旗帜。按产量计算，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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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在线新进展 

 

即将推出的网络讲座： 

中国海外投资—中国投资在中欧：谁能分最大一杯羹？ 
2013 年 6 月 5 日 11:00－12:00 

我们将讨论： 

 中国在中欧国家跨境投资的趋势，重点谈论波兰、匈牙利及塞尔维

亚。 

 中国投资者在中欧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及机会，如收购中欧公司或中国

公司参与公开投程序，包括重点、成功案例及常见问题。 

 中欧国家对中东欧跨境投资的国内税收法，不同地区差异怎样有利于

中国投资者。 
 

Dbriefs 微播开讲 

德勤全新推出 Dbriefs 微播，于每周二播出，用中文为您带来亚太区国际税收发展的新动

向。每期时长约 10分钟，视频可以在线播放或使用移动设备观看。欢迎点击收看、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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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领先理念 

 

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税务安排（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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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指南（2012 年版） 

由于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国内采取紧缩政策，使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相反，中国吸收的大量外商

直接投资缓冲了这场全球危机的负面影响，从而得以持续加大对海外

市场的投资。本报告将通过对投资特性、投资质量和投资趋势的分

析，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全球对外投资市场的影响力。 

 

 

2013 企业税袖珍指南-快速了解卢森堡税法 

本刊简要介绍了卢森堡税法中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政府商业

税、净资产税、其他特殊税制和征管要求方面的内容，以帮助投资者

快速了解卢森堡的税收环境以及税收政策。 

 

墨西哥矿业环境及投资指南 

2010年，墨西哥以矿业产值 130.7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产国。墨

西哥向中国的矿产品出口总额从 2007年的 7.9亿美元增长到 2011年

的 23亿美元。墨西哥作为中国矿产品贸易伙伴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

了中国投资者了解墨西哥的矿业和投资环境，墨西哥中国服务组发布

了本投资指南。 

 

德勤国企双月刊  第一期（2013 年 3 月） 

在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大

环境下，国企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未雨绸缪、稳占先机。同时，中国经

济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

纷纷上马，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出台和完善。本刊针对国

有企业当前面临的税务及相关问题以及市场热点，从专业角度进行分

析与整理，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财税人员提供从理论到实际操作多

个层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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