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服务小组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通讯 

走出去！德勤与您同行 
 

第五期 

2014 年 1 月 6 日 

 

本期内容： 

 

 
德勤动态 

 

 
近期主要国内法律、法规 

 

 
近期主要国际税收政策 

 

 
近期海外投资信息 

 

 
潜在跨境投资项目 

 

 
德勤在线网络讲座 

 

 德勤领先理念 
 

 
   

 
德勤动态 

奥地利投资研讨会——投资奥地利，辐射全欧洲 

2013 年 10 月 31 日德勤在上海举办了“奥地利投资研讨会”。

近年来，中奥两国经贸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中奥企业签署的

合作项目也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几乎可 以在所有高新技术领域

找到合作机会与商机，包括在环保技术、新能源、医药化工、

汽车工业等领域。为了向投资奥地利的中国企业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帮助，德勤携手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在上海举办了一场

奥地利投资研讨会。奥地利联邦商务署的官员，上海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协会的主要领导，奥地利和中国的税务及法律专家亲临现场就以下话题展开了深入探

讨： 

 奥地利投资优势，税务优势 



 在奥地利设立企业的程序，企业运作规则等 

 在奥地利投资营商的法律问题 

 潜在的投资项目介绍，行业涉及医药、汽车、机械、环保技术、可再生能源等 

 投资奥地利成功案例分享 

回页首 

 

 
近期主要国内法律、法规 

商业投资类： 

商务部关于加强对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商合函[2013] 874 号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我国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各类对外投资合作在

外人员日益增多，为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发展，根据《对外劳务

合作管理条例》、《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和对外投资合作相关管理规定，商务部对加强对

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分类管理的有关事宜做出通知。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有关企业

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2013 年 11 月 15 日 财税[2013] 91 号 

财政部与国税总局发文，就上海自贸区内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有关企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 

根据两部委下发的《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

组行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企业，因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

等资产重组行为产生资产评估增值，据此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 5 年期限

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回页首 

 

  
近期主要国际税收政策 

  丹麦正式通过企业所得税的修订 

此次修订包括将丹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目前的 25％逐步降低至 2016 年的 22％。  

 

 
 

欧盟法院（ECJ）裁定比利时“虚拟利息扣除”对国外常设机构不适用的规定与“设

立自由”原则相矛盾 

此项裁定是关于比利时国内立法在处理“虚拟利息扣除”时没有考虑位于其他成员国的常设机

构的资产净值，但却将位于比利时的常设机构包括在内的情况。  
 

 越南修订其企业所得税法  

经国会批准，此次修订案内容包括将企业所得税税率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由 25%分阶段降低

至 20%。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zcfg/zcfb/dwtz/201311/1782427_1.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605437/content.html


 

 巴西发布关于息差的转让定价指导意见 

巴西财政部发布的一项规定，定义并明确了转让定价中应当考虑的“息差”问题。“息差”适

用于关联方融资交易中产生的利息。 

 

 英国为提升税收透明度召开关于“受益所有人”的讨论会 

为响应最近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英国政府就收紧政策以提高企业透明度召开了讨论会。核心

关注点在于采取集中登记的方法来管理在英国注册公司的受益所有人信息。 

 

 加拿大就修改其国际税收规定对外征求意见 

修改建议将影响：以合伙制、有限责任制或其他非股份制公司形式进行的对外投资；海外并

购；加拿大反递延海外应计财产所得规定的应用；国际船运规则；澳大利亚信托投资；功能性

货币报告以及纳税人信息的运用。加拿大自 2013 年 9 月 3 日起开始征求意见。 

 

 挪威公司法修正案获批 

修正内容包括对股利分配规定的修正，以及放宽挪威公司为海外母公司提供贷款的条件。  

 

 俄罗斯对其与塞浦路斯双边税收协定下的直接投资要求做出说明 

俄罗斯财政部声明在其与塞浦路斯双边税收协定下，要适用低股息所得税率所需满足的直接投

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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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外投资信息 

 

能源与资源行业 

能源与资源行业 

 中石化出资 31 亿美元收购阿帕

奇埃及油气资产 

 中国神华收购集团烯烃电力、进

军美国页岩气，打造综合性能源

企业 

 正和股份将收购中亚石油勘探与

开采公司 

 中投收购乌拉尔钾肥 12.5%股权 

 中国国家电网收购澳电企股权获

批 

  

 

消费品和交通运输行业 

 中集拟 4.56 亿收购德国破产公司
Ziegler 

 光明乳业或斥资百亿海外并购 

 双汇联手墨西哥 Sigma 竞购西班牙肉制

品巨头 

制造业 

 1.04 亿欧元收

购 Hazemag 

59.09%股权，

中材国际海外并

购提速 

金融业 

 浦发拟收购香港

投行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中国营销服务公司收购英国同行 

 希捷 3.74 亿美元收购数据存储公司
Xyratex 

 美盛文化斥逾 830 万欧元并购荷兰渠道

商 

生命科学和医疗行

业 

 新华医疗 3.8 亿

拿下威士达

60%股权 

 



    中石化出资 31 亿美元收购阿帕奇埃及油气资产 

北京时间 8 月 30 日上午消息，美国阿帕奇石油公司(Apache)(APA)在声明中表示，中国石化

同意出资 31 亿美元购买阿帕奇在埃及的石油与天然气资产的 33%的权益。这将是中国石化进

行的波及金额第三大的收购案。 

 

中国神华收购集团烯烃电力、进军美国页岩气，打造综合性能源企业 

公司拟投资 9000 万美元与美国 ECA 公司合作开发宾州 25 口页岩气井。进军美国页岩气利于

长期战略。公司页岩气项目可采气量收购价格 0.14 元/方。考虑到目前美国气价仅 1 元/方，与

成本相当，未来盈利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但与美国公司合作有利于快速掌握技术，为未来在国

内大力开发页岩气奠定基础，符合其长期战略目标。 

 

正和股份将收购中亚石油勘探与开采公司  

正和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将跨境并购哈萨克斯坦一家私人石油勘探与开采公司。正和股份拟

利用自筹资金以及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进行并购，交易对方为该私人公司的三位股

东。 

 

中投收购乌拉尔钾肥 12.5%股权  

俄罗斯钾肥生产商乌拉尔钾肥公司对外宣布，已收到来自子公司的正式通知，“目前，中投已

占有 12.5%的乌拉尔钾肥的股份”。这不仅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全球主要的钾肥供应商中获

得股份，也可能让中国在这家全球数一数二的钾肥公司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中国国家电网收购澳电企股权获批 

据路透社 12 月 20 日报道，澳大利亚国库部长霍基 12 月 20 日同意国家电网  收购供电商

SPAusnet 的 19%股权、以及能源基础建设公司 SPIAA 的 6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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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和交通运输行业 

中集拟 4.56 亿收购德国破产公司 Ziegler  

CIMC Ziegler 将收购德国 Albert Ziegler Group（简称“Ziegler 集团”）母公司 Albert Ziegler 

GmbH & Co. KG（简称“金根总部”）的所有资产（现金及交易完成日前已发生的应收款除

外）及与业务延续密切相关的部分负债，以及金根总部所直接持有的德国境内和境外共 9 家子

公司股份和权益。 

 

光明乳业或斥资百亿海外并购 

日前有海外媒体报道称，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有意收购以色列最大的食品生产商

Tunva，收购交易金额可能将超过 100 亿元。 

 

双汇联手墨西哥 Sigma 竞购西班牙肉制品巨头  

北京时间 12 月 23 日晚间消息，中国肉制品供应商双汇国际和墨西哥 Alfa 集团名下的 Sigma 

Alimentos 食品周一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已经联合提高了对西班牙 Campofrio 食品集团公司

的收购报价。 

http://finance.sina.com.cn/360desktop/world/20130830/091516614783.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0028/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0028/nc.shtml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q/go.php/vReport_Show/kind/lastest/rptid/2144107/index.phtml
http://money.21cbh.com/2013/11-14/wNODMyXzkzMTYwNg.html
http://paper.people.com.cn/gjjrb/html/2013-09/25/content_1302785.htm
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3/1223/321195.shtml
http://www.dfdaily.com/html/136/2013/11/11/1086010.shtml
http://bjrb.bjd.com.cn/html/2013-09/04/content_105396.htm
http://bjrb.bjd.com.cn/html/2013-09/04/content_105396.htm
http://finance.qq.com/a/20131223/015999.htm


回列表 

 

制造业 

1.04 亿欧元收购 Hazemag59.09%股权 中材国际海外并购提速 

中材国际海外收购方案 9 月 2 日披露。公司将分两步支付总额 1.04 亿欧元（按照协议签署日

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8.48 亿元），收购德国 Hazemag& EPR GmbH（简称“Hazemag”）

59.09%股权。这是继年初拟 1.5 亿元取得印度 LNVT68%的股权后，公司今年在海外的又一次

大手笔并购。 

回列表 

 

金融业 

浦发拟收购香港投行 

浦发银行公告称，将收购设立香港投资银行，并授权高管组织实施与其相关的谈判、签约、申

报、注资、架构重组等事宜。自 2011 年 6 月在香港设立分行之后，浦发二次发力在港业务。 

回列表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中国营销服务公司收购英国同行 

中国最大的营销服务公司之一蓝色光标(Blue Focus)收购伦敦同行 We Are Social，展示了它

的国际扩张雄心。 

 

希捷 3.74 亿美元收购数据存储公司 Xyratex 

硬盘驱动器生产商希捷科技 12 月 23 日称，该公司将以大约 3.7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数据存储

公司 Xyratex，以便拓展自身旗下的存储业务和改善供应链。 

 

美盛文化斥逾 830 万欧元并购荷兰渠道商 

美盛文化公告，拟斥资 830 万至 1,062 万欧元，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文化对荷兰

Agenturen en Handelsmij Scheepers B.V.进行股权收购。股权转让完成后，美盛香港将持有

标的公司 85%股权。 

回列表 

 

生命科学和医疗行业 

新华医疗 3.8 亿拿下威士达 60%股权  

新华医疗 2013 年 12 月 20 日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华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于

 

当日签 署《股份出售及购买协议》，以合计 3.843 亿元收购威士达医疗有限公司 60%股份。 

回列表 | 回页首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04/10589918_0.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04/10589918_0.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0970/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quote.php?symbol=EUR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http://www.eeo.com.cn/2013/1223/253916.shtml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017
http://tech.qq.com/a/20131224/000474.htm
http://money.163.com/13/1014/01/9B419C9G00253B0H.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1002699.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2/6b275143/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d/76db65875316/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7/83775170/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7/83775170/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0/68077684/1.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3-12-23/160809496.html?from=rss


 
潜在跨境投资项目 

作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国家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投资和

跨国经营。通过跨境项目合作，一些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逐步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品和产业，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行业 目标公司情况描述 目标公司规模 
对中国投资者的吸

引力 

地产开发 

伦敦中心区最具投资潜力的综

合开发项目之一。卡姆登镇 

(Camden Town)是英国首都一

个极具文化气息的标志性区

域。卡姆登镇是一个充满活

力，以市集、时尚、音乐和娱

乐休闲著称的区域，吸引了很

多媒体、文化和创意产业的知

名企业。这一项目现已得到规

划许可，将打造一个集零售、

休闲及住宅一体的全新区域。

项目占地 49,238 平方米。 

预计投资规模为 2.5 亿

英镑。 

伦敦地产市场的平

稳发展以及好的收

益率，对于中国投

资者极具吸引力。 

地产开发 

澳洲东部海岸高端生态度假村

与动物乐园。标的位于昆士兰

标志性的区域是澳大利亚发展

最快的区域之一。土地拥有者

寻求大股东（70%）一起成立

建设与经营度假村的公司。 

预计投资金额约为

1,700 万澳币 （70%股

份）。 

澳大利亚的东海岸

拥有国际知名的高

端度假村。吸引非

常多的亚洲与中国

的游客到当地旅

游。中国投资者也

可考虑以观光和休

闲产业进入澳大利

亚市场。 

基础设施 

英国威尔士政府养老金基金资

助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项目

计划在威尔士地区建设世界一

级摩托车赛车道，占地面积

830 英亩。赛道周边会开发一

系列商务及旅游设施，包括大

型技术展示中心，高端酒店以

及配套设施。赛道预计 2014 年

开始建设，2016 年投入使用。

并可与某英国顶尖摩托车生产

研发公司共同设立 Motor GP 

车队并合资成立研发中心并有

机会参与新车型的生产。 

现面向中国投资者招募

250 万英镑股权投资

（一期赛道项目总体规

模 1.5 亿英镑）。 
 

英国政府参与的重

点基础设施项目，

拥有稳定的投资回

报率；与英国顶尖

摩托车技术合作的

研发与生产机会。 

教育 目标公司为英国最大的幼教集 目标公司正在考虑融资 收购商可以将其业



团。拥有超过 200 个幼儿园和

3500 名员工。其于 2012 年收

购了另一幼教集团的 71 个幼儿

园。 

和出售股份。2012 年

目标公司税息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EBITDA）

为 3,200 万欧元。 

务拓展至巨大的中

国幼教市场，同时

国际品牌对中国企

业具有吸引力。 

消费品行

业 

目标公司为一家英国时装及设

计师品牌服装。 

预计收购规模为 2.5 亿

欧元。 

公司产品线包括女

士配饰、服装和鞋

类等，拥有强大的

设计团队，同时该

公司中端年轻品牌

对中国企业具有吸

引力。 

科技传媒

和电信行

业 

目标公司为一家英国企业，主

要为职业公关、营销及新闻工

作者提供包括媒体数据库、媒

体监测和公共关系服务。 

预计收购规模为 2.09

亿欧元。 

具有潜在吸引力的

业务。 

科技传媒

和电信行

业 

目标公司为一家英国公司，负

责运营全球最大的完整的人力

资源和薪酬体系。公司提供超

过 450 名员工运营该系统，同

时为其他机构提供 IT 服务。 

预计收购规模为 3 亿欧

元。 

对一些需要 IT 外包

的快速发展型企业

具有吸引力，提供

中国投资者获得技

术的机会。 

制造业 

目标公司为一家德国生产汽车

泵，轮轴和刹车盘的上市公司

欲出售其刹车盘业务。 在德国

有多个生产基地。 

2012 年销售收入

8,700 万欧元。 

对中国汽车零部件

生产企业有吸引

力。 

制造业 

目标公司为一家瑞士化工企

业，主要提供化工涂料业务，

包括提供涂装设备，服务和系

统。终端市场为汽车，航空，

电力及普通工业。 

可提供其他详细资料。 

高新技术对中国的

相关企业具有吸引

力。 

餐饮行业 
目标公司为一家英国连锁寿司

餐厅。 

目标公司股东考虑于

2013 年将其出售，管

理层更倾向于管理层收

购（MOB）。现股东

于 1998 年以 5,100 万

欧元的价格收购该公

司。 

对中国连锁餐饮企

业具有吸引力。 

食品行业 
目标公司为芬兰主要的食品生

产商及领先的烘培食品公司。 

预计收购规模为 4 亿欧

元。 

具有潜在吸引力的

行业。德勤芬兰对

其管理层及首席财

务官了解程度高，

可为客户提供精确

信息及相关服务。 

食品行业 
目标公司为一家德国冷冻食品

提供商。 

投资者考虑于夏季后退

出投资，预计收购规模

具有潜在吸引力的

行业。德国在冷冻



约 2.5 亿欧元，为税息

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的 8.5 至

9 倍（2012 年

EBITDA 为 2,500-

3,000 万欧元）。 

食品技术上发展成

熟，投资者可借此

获得冷冻食品技术

的提升。 

 

注：以上提供的交易细节仅供参考，不可作为任何交易绑定条件。我们亦不对信息的准确性负责。 

以上仅为摘选的部分交易信息，目前欧洲还有一些清洁能源，医药及零售项目出售。若需进一步

了解，或对其他特定的行业或企业有收购意向，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德勤在线网络讲座 

 

中国海外投资并购：中俄投资之兴 

3 月 5 日上午 11 时－下午 12 时 

 

我们将讨论： 

 开放的俄罗斯市场纵览，包括面向境外投资者的政策红利所带来的

各种投资机会、如特别经济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大潮、

国企私有化运动，繁荣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依靠快速成长的中产阶

级的新兴消费市场。 

 详细的行业分析，主要集中在具有过往出众表现和强劲潜力的行

业，如能源资源业、制造业和农业。 

 细致的当地投资环境介绍，包括外国投资者风险，政府近期关于提

高营商环境所做的努力，以及在跨境并购过程中，中国投资者在税

务、会计和产权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中俄投资的案例分析。 

欢迎注册收听此网络讲座，了解更多中国投资者投资俄罗斯的活动及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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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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价值链上游攀登——中国对外并购复兴之路 

 
2012 年德勤中国对外并购报告发布时，全球经济正处在波动之中。而今年

的对外并购报告出炉之际，全球经济已经曙光初现。因此，中国的对外并

购投资在 2013 年上半年的势头正健亦不足为奇。本地投资者对于新经济环

境下的海外市场日渐信心十足，中国投资者不仅继续在海外的能源及资源

领域继续发力，同时在海外消费行业开疆拓土。 

第五版德勤中国对外并购年度报告详细剖析了以上两个趋势，并对海外并

购市场的发展做出多方面考量。 

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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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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上海 

延安东路 222 号 

外滩中心 3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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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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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 

感谢您对德勤中国服务的关注。德勤中国希望可以继续使用您的个人资料 (特别是姓名及联系信息)，以向您发送市场

和政策最新动态，以及由德勤中国举办、赞助或宣传之研讨会及其他活动的邀请函。如您日后不希望收到由德勤中国发

出的信息，请回复电邮并在邮件主题栏中填上"Unsubscribe"。 

如欲更新您的个人资料，请点击此处。 

德勤中国泛指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香港）、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澳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中国大陆）以及其于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从事业务之关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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