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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动态
投资德国机会研讨会——新能源，基建及制造业机会
2013 年 7 月 3 日德勤在北京举办了“投资德国机会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集中介绍了基建、制造业及新能源的相关并购机
会，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分享。
德国制造业素以工艺先进、技术领先而倍受中国企业和投资者
青睐，新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近期通过了 EEG（可
再生能源法案），通过补贴和价格调整机制大力推动风电等新
能源。据预测，截至 2020 年，德国每年需要对新能源进行
250 亿欧元的投资，这亦将大大推动相关领域的并购和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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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国内法律、法规
商业投资类：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走出去” 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2013 年 4 月 27 日 商办合函[2013]222 号

为全面加强“走出去”信息报送工作，了解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听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企业、行业组织和驻外经商机构对“走出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
时掌握重大、突发情况，商务部决定建立和规范“走出去”信息报送机制，商务部发布了本通
知。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建设文件汇编》的通知
2013 年 3 月 27 日 商办合函[2013]172 号

为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更好地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的新形势，实现企业在境外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企业建设规范方面的文件。为方便各级商务主
管部门和企业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商务部编印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建设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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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主要国际税收政策
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 2013/14 财年预算报告和经济预估
5 月 14 日，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 2013/14 财年预算报告和经济预估，将 2013/14 财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长预期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2.75%，并将实现预算盈余的时间推迟三年至
2015/16 财年。
澳大利亚法院驳回针对开曼群岛合伙企业的税务评估结果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已经批准了开曼群岛合伙企业针对因出售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股份形成的资
本利得的税务评估结果的上诉。法院认定，基于美国与澳大利亚双边税收协定，澳大利亚税务
局不能对主要由美国居民纳税人拥有的有限合伙企业出具税务评估。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税务
局认为，根据税收协定第 13 条，开曼群岛合伙企业出售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股份可以被认定
为处置在澳大利亚的不动产形成的利得而征税。
加拿大税收法庭出台了有关外国公司反避税领域的新规则
多年来，加拿大税务机关通过对加拿大所得税法 95（6）（b）相关条款的扩展，已经成功将很
多涉及加拿大纳税人外国子公司的融资交易纳入了加拿大的税收征收范围。加拿大税收法庭最
近公布了 Lehigh Cement Limited v. the Queen 和 CBR Alberta Limited v. the Queen 两个案
例，虽然纳税人方面最终以最合理的替代交易也将达到相同的加拿大税收结果为由打赢了官
司，但是加拿大税收法庭也指出，外国子公司的反避税规则广泛适用于任何以避税为主要目的
的收购和股份处置活动。
法国拟更新并加强有关转让定价方面的规定

法国立法部门根据一份内部报告建议加强法国的转让定价规则。报告中评估了法国各大经合组
织贸易伙伴的转让定价规则，认为法国目前的转让定价制度已经过时，建议采取措施打击滥用
转让定价规则的行为。
2013 年德国税法法案获通过
德国议会上下两院已经通过了德国 2013 年税法法案。这一法案仍须得到德国总统的签署并经
德国联邦公报的正式发布才能生效，法案内容包括：改变反混合规则、混合实体预提所得税退
税规则、由德国境内合伙制企业向外国合伙人的支付规则，以及不动产转让税收
挪威就关联方借贷的利息费用扣除限制征求意见
该提案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关联企业间通过债务融资降低利润。根据提案，每年可税前扣除的向
关联方支付的净财务费用一般不得超过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的 25%。
瑞士企业所得税改革报告主张加强国际税收竞争力
中期报告显示，瑞士将设立指导委员会，负责组织全面的“第三阶段瑞士企业所得税改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欧盟提出的挑战。其中，一个主要的建议是，在未来 5-7 年内逐步取代
现有的控股公司、混合制公司和户籍公司税制。为此，指导委员会提出了若干颇具吸引力的措
施，包括一个叫做“许可证”的计划、名义利息扣除措施以及实质性降低联邦/州/社区综合的
有效税率。
英国更新并加强海外公司贷款人的税收协定适用计划
相关规则中最重要的两个变化是为了方便外国投资者申请在英国贷款的相关预提税的豁免：
1）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对借款者放松最后还款期限；2）在一定情况下，延长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制公司（S corporation）的还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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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外投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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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资源行业
中石化收购马拉松石油公司所持安哥拉 31 区块 10%的油气勘探开发权益
6 月 24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下称“中石化”）宣布，旗下全资子公司国际石油
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国勘公司”）安哥拉的合资企业——中安石油公司与美
国马拉松石油公司签署协议，收购马拉松石油公司所持安哥拉 31 区块 10%的油气
勘探开发权益，收购价格 15.2 亿美元（约 93.42 亿元）。据有关规定，该交易尚需得到中国
和安哥拉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中铝矿业国际批准秘鲁铜矿扩产计划
6 月 19 日，中铝矿业国际（Chinalco Mining Corp. International，3668.HK）
已批准了扩大秘鲁中部 Toromocho 铜矿项目产能的计划，总资本开支为 13.2
亿美元。
中化集团 17 亿美元收购美国页岩油气田权益
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时间 5 月 31 日，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简称中化集团）
下属中化石油美国有限公司（Sinochem Petroleum USA LLC，简称中化石油
美国公司）与美国先锋自然资源公司（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Co.，简称先锋自然资源公
司）完成 Wolfcamp 页岩项目交割。中化石油美国公司以 17 亿美元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公司
Wolfcamp 页岩资产 40%权益（简称 Wolfcamp 项目）。
国家电网收购新加坡能源公司澳大利亚资产股权
5 月 17 日国家电网公司宣布，国家电网公司与新加坡能源公司 16 日在北京
签署协议，收购其澳大利亚子公司新加坡能源国际澳洲资产公司 60%股权和
新加坡能源澳网公司 19.9%股权。
西电集团拟斥资 10 亿美元收购 GE 旗下 Prolec GE
5 月 14 日，彭博报导称，中国电力设备制造商西电集团正在进行谈判，准备以最
高 10 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电气（GE）与墨西哥 Xignux SA 的合资企业 Prolec
GE。
中石油拟 20 亿美元购巴西 Barra 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集团”）正在谋划以 20 亿美元收购巴西
油气公司 Barra Energia Petroleo e Gas。若收购成功，这将使得中石油集团获得
进入全球最大海上油田之一的巴西盐下油田。
中海油 19.3 亿美元增持澳大利亚气田权益
5 月 6 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宣布，与英国天然气集团（BG）签署系列协
议，向 BG 每年采购 500 万吨液化天然气资源，为期 20 年；并将以 19.3 亿
美元（150.54 亿港元）增持澳大利亚昆士兰柯蒂斯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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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复星医药收购以色列阿尔玛激光
4 月 29 日，中国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宣布，斥资 2.4 亿美元收
购以色列阿尔玛激光有限公司 95.6％的股权，以色列媒体称这是该公司公开募
股以来的第一桩国际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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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业
万达收购英国圣汐游艇公司
6 月 19 日，万达集团在北京举行投资英国发布会，向外界公布在英国的两项
投资，总金额约 10 亿英镑。万达集团宣布投资 3.2 亿英镑并购英国圣汐游艇
公司，投资近 7 亿英镑在伦敦核心区建设超五星级万达酒店。
双汇将收购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 Smithfield
5 月 30 日，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欲斥资约 47 亿美元收购美国 Smithfield
Foods Inc.；双汇同意支付每股 34 美元的价格收购 Smithfield，这一出价较后
者周二收盘价 25.97 美元高出 31%。包括债务在内，这宗交易对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
Smithfield 的估值为 71 亿美元。预计该交易将在今年下半年完成。
复星国际要约收购 Clubmed
5 月 27 日，地中海俱乐部（Clubmed,CU.FP）发布公告表示，已接到公司管
理层和两位最大股东——安盛私募股权和复星国际的收购要约。根据公告，求
购方提出以每股 17 欧元收购该家法国全包旅游经营商，相较上周五 13.85 欧
元溢价 22.74%，这意味着收购方对公司的估价达到 5.40 亿欧元（6.99 亿美元）。
钟表界“吉利收购沃尔沃”：中国海淀吞瑞士昆仑
4 月 23 日，借巴塞尔表展之际，中国海淀集团正式对外宣布收购瑞士高端制表
品牌 Corum 昆仑表，并持 100%股权。这着实让中国制表业扬眉吐气了一把，
也被业界称为钟表界的“吉利收购沃尔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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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万向钱潮大股东拟与美电动车商合作
5 月 22 日，以万向钱潮控股股东万向集团为首的一个财团计划以 2000 万美
元收购陷入困境的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科。菲斯科一度是与特斯拉齐名

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去年初公司完成融资时估值曾高达 22 亿美元，与特斯拉的市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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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公共事务
农业跨国并购走出国门 中印八项合作继续利好
5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同意在努力实现 2015 年双边
贸易额达到 1000 亿美元目标的同时，完成农产品植物检疫磋商等事项。次日，两国总理一起
见证了两国 8 项合作协议的签署，协议涉及经贸、农业、文化、环保、地方交往等多个领域。
中印经贸的合作将直接刺激农业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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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在线网络讲座
中国海外投资
提升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中国高端制造业在欧洲的并购
9 月 11 日 上午 11 时－下午 1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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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riefs 微播每周为您带来亚太区国际税收发展的新动向，将于每周二上午播出。每期时长 10
到 15 分钟，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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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领先理念
德勤新视界
本刊物基于对中国市场长期的观察与研究，立足行业和专业服务经验，力
求以创新和前瞻的视角重新思考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帮
助企业发现潜在的增长点并拓宽发展边界。本期为创刊号，我们选取了
《大数据时代下的新商务战略》为封面主题，同时也覆盖了教育、医疗、
零售等行业，以及风险管理、人力资源和企业运营等专业服务的话题。联
系我们索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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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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区
曹文正，合伙人（财务咨询）
+86 10 8520 7795
ronchao@deloitte.com.cn

张慧，合伙人（税务）
+86 10 8520 7638
jenzhang@deloitte.com.cn

华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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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