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  企业海外投资服务小组  | 2014 年 8 月 12 日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通讯 

走出去！德勤与您同行 

 



 

本期内容 
 

 

近期海外投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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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期 

2014 年 8 月 12 日 

 
 

 

 

  近期海外投资研讨会 

7月 24日，德勤西区办公室与全球中国服务组在重庆共同举办

了投资澳大利亚研讨会。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

资的热点地区之一，吸引着来自多个行业的中国投资者。作为

中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重庆的对外投资活动近年来

持续增加。本次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约 80位来自当地政府

和企业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西区主管合伙人张广达及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

谦先生致研讨会开幕辞，并发表了主题演讲。 德勤澳大利亚合

伙人 Matt Judkins和 Stuart Cioccarelli、澳新银行的刘宏先生

和金杜律师事务所的熊进先生和与会者一起探讨了澳大利亚的

税务、法律环境和相关热点问题，并预测了未来投资走向。他

们解读了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指出可

以通过专业的咨询建议使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全球中国服务组

总监张晓帆主持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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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主要国内法律、法规 
 

商业投资类： 

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税 [2014] 38号 

为规范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报告的内容和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

就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作出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4] 29 号 

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规范跨境担保项下收支行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决

定改进跨境担保外汇管理方式，制定了《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及其操作指引，《规定》自

2014年 6月 1日起开始实施。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37号 

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简化和便利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从事投融资活动所涉及的跨

境资本交易，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

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作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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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主要国际税收政策 
 

 

墨西哥最高法院对向境外非居民纳税人支付提成的扣除做出规定 

此规定对墨西哥所得税法 18章 32条进行了重新解释，规定了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

下，企业对境外非居民纳税人的提成支付可税前扣除。 

  

 

丹麦国家税务局发布对常设机构及反避税规定的有利裁决 

该项裁决明确了通过丹麦合伙企业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不构成常设机构，且该合伙企

业在丹麦税法下并不产生纳税义务。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74786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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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发布关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提案 

西班牙税务改革委员会提议将西班牙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由目前的 30%降至 20%，随

着税率调整，现有企业所得税税制下可扣除的全部或大部分项目在税率降低后将不可扣

除。 

   

 英国 2014 年度财政预算：主要提案 

2014年度财政预算案关注了与境外跨国集团向英国投资相关的几个重点领域：通过投

资补贴支持制造业，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研发补贴以及政府融资以促进出口。 

  

 德国就投资税收制度进行重大修订 

新修订的另类投资基金经理税务指令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重大修改，预期将对德国投资

者的各项基金计划产生重大税收影响。 

 

   巴西对与技术转让无关的技术服务费支付处理方式发生变化 

巴西国家财政部发布新意见，将巴西税收协定中向境外支付且与技术转让无关的技术服

务费有关的营业利润条款进行了重新定义：此类国际付汇应属于税收协定中的营业利润

条款而非其他收入条款。 

 

 澳大利亚税务部门获有关开曼有限合伙公司的税收协定的法院支持 

澳大利亚税务部门在资源资本案中赢得诉讼，这对非居民企业向澳大利亚的投资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通过透明实体、矿业持股或其他资源企业进行投资。 

  

 法国税务机关发布关于反混合规定的评论草案 

新发布的反混合准则对向关联方支付利息的可扣除性进行了限定。此份评论草案虽然未

能解决反混合投资工具（Anti-Hybrid Rule）相关的所有问题，但仍在此问题上提供了

有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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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海外投资信息 

   

 

能源与资源行业 

 

亚星化学拟购海外油气资产 短期难改业绩低迷 

央广网财经北京 7月 23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报道，停牌多日

的亚星化学 7 月 22 日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收购资产预案。这个预

案的内容是公司要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8 亿元，收购位于美国加州的

油田资产公司。 

 

 

宝钢联合收购澳矿商阿奎拉 90%股份 

中国国企宝钢资源(Baosteel Resources)与澳大利亚合作伙伴 Aurizon 

Operations，以 14 亿澳元收购澳大利   亚矿商阿奎拉（ Aquila 

Resources）的计划已几近完成。宝钢与 Aurizon 宣布，它们现在已获 

Aquila 90%的 股权，这让它们能够行使权利，强制收购剩余股份。 

 

 

能源与资源行业 

 亚星化学拟收购海外油气资

产 短期难改业务低迷 

 宝钢联合收购澳矿商阿奎拉

90%股份 

 国家电网拟以 20亿欧元入

股意大利同行 

 中兴能源将在巴基斯坦建三

座太阳能电厂 

 中航国际斥资 20亿欧元在

伊朗建化工厂 

 福耀玻璃拟 5600万美元收

购海外生产线 

  

消费行业 

 联想控股弘毅投资宣布近

百亿收购英国比萨店 

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天山生物拟近 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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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华为注资英国半导体公

司 XMOS 

 腾讯创始人入股社交应

用 Yo 

制造行业 

 山东民企拟 18.5亿美元投

资美国大甲醇项目 

 伊立浦 2000万购瑞士航空

发动机公司 

 日发精机以近亿元人民币

并购意大利机床公司 

 美菱终止收购欧洲家电企

业 Indesit股权 

 

 

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新华保险另类资产仓位

跃升 筹划海外并购 

 

http://finance.cnr.cn/jysk/201407/t20140723_516019790.shtml
http://www.mergers-china.com/news/detail.asp?id=25730


国家电网拟以 20 亿欧元入股意大利同行 

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家电网公司(State Grid)拟投资 20 亿欧元收购意

大利全国电网 35%的股份。这是中国自欧元区金融危机以来投资于欧洲

国有基础设施的最新交易。意大利经济部长皮耶•卡洛•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表示，他正处于“签署协议的最后阶段”。按照该协议规定，中国

国家电网公司将以大约 20亿欧元收购意大利电网 35%的股份。 

 

 

中兴能源将在巴基斯坦建三座太阳能电厂 

据巴基斯坦媒体 Nation.com 报道，中兴通讯（000063.SZ）旗下中兴能

源于当地时间 2014 年 7 月 23 日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签订备忘录，计划

在该省建设 1800MW 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根据备忘录，中兴能源将于未

来两年内，分别建设一座 900MW、一座 500MW 和一座 400MW 的太阳

能发电厂。 

 

 

中航国际将斥资 20 亿欧元在伊朗建石化厂 

据阿塞拜疆 Trend 通讯社 6 月 11 日报道，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简称中航国际）已同意投资 20 亿欧元在伊朗建造一座石化厂。报道

称，中方已与伊朗在北京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协议，该石化厂位于伊朗

的南部省达布舍尔，而且所有的建设任务将由伊朗公司和承包商完成。报

道还透露，工程的首期项目将在两年投入生产，第二和第三期项目将在

2018年投产。 

 

 

福耀玻璃拟 5600 万美元收购海外生产线 

福耀玻璃（600660.SH）7 月 19 日公告，公司设立于美国的全资子公司

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耀美国）拟以 5600 万美元，收购美

国 PPG 工业公司二条浮法玻璃生产线资产，预计将于 2014 年第三季度

内完成资产的交割。 

回列表 

 

 

消费行业  

联想控股弘毅投资宣布近百亿收购英国比萨店  

2014 年 7 月 13 日,联想控股弘毅投资宣布，斥资约 9 亿英镑(折合人民币

约 95.5 亿元)，全资收购英国休闲餐饮品牌 PizzaExpress，这也成为欧洲

餐饮行业过去五年中金额最大的并购案。 

回列表 

 

 

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6289.html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6288.html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5374.html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6224.html
http://www.mergers-china.com/news/detail.asp?id=25732


天山生物拟近 1.5 亿元收购澳洲牧场资产  

天山生物 7 月 10 日晚间公告称，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主业、提高公司

盈利能力和完善市场布局，公司拟使用 2525 万澳元（约合人民币为

14661.92 万元）收购克拉克家族拥有的明加哈牧场资产组合（简称“明加

哈牧场”）。双方已于 7月 9日就上述收购事项签署协议。 

回列表 

 

 

制造行业 

山东民企拟 18.5 亿美元投资美国大甲醇项目  

7 月 23 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油气协会消息称，山东玉皇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山东玉皇）新成立的子公司玉皇化工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18.5 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圣詹姆斯教区的密西西比河岸边新建一

座世界级的甲醇生产工厂。据了解，山东玉皇集团是一家 1986 年以 8 万

元起家的村办企业，至 2012 年已发展到销售额 224 亿元的中国化工 500

强企业。目前公司已拥有以碳五深加工和聚烯烃为基础的异戊二烯、间戊

二烯、双环戊二烯化工产业链，并能够生产汽柴油等产品。 

 

 

 

伊立浦 2000 万购瑞士航空发动机公司 

伊立浦对外公告称，在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分别收购欧洲通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和共轴双旋翼

直升机技术资产及样机的议案》。伊立浦拟分别收购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 航空发动机公司（下称“MESA ”） 85.6%的股权，交易成交价格为

313.19 万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2188.61万元。 

 

 

日发精机以近亿元人民币并购意大利机床公司 

 7月 21日晚间，日发精机(002520.SZ)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

买意大利 MCM 公司 80%的股权，作价 1180.90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9941.88 万元）。此外，买卖双方还对 MCM 公司剩余 20%股权进行了约

定。日发精机向 MCM 公司设立卖出期权，卖方向买方设立买入期权，买

卖双方均不可撤回此期权的交割。卖方或买方任何一方在此次交割日两年

后且在此次交割日五年内，对剩余 20%股权即剩余 1091 股提出交割时，

对方应无条件配合交割事项，交易价款为 316万欧元。 

 

 

美菱终止收购欧洲家电企业 Indesit 股权 

因筹划收购资产事项，美菱电器（000521,SZ）于 7 月 10 日停牌，7 月

15 日，美菱发布公告称，将于 15 日复牌，并终止曾筹划收购 Indesit 

Company S.p.A 公司控股股东 Fineldo S.p.A 持有的该公司部分股权的计

 

http://www.mergers-china.com/news/detail.asp?id=25731
javascript:void();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6273.html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6273.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40520/013819157637.s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1002699.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1002699.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1002699.html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6249.html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36249.html
http://money.163.com/14/0715/02/A15L7V9L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4/0715/02/A15L7V9L00253B0H.html


划。终止筹划的原因是，美菱与 Indesit 之间“就收购方案尚存在较大分

歧”，收购事项实施条件不成熟。至少三个月之内，美菱不会再筹划重大

资产收购事项。 

回列表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华为注资英国半导体公司 XMOS 

7 月 21 日，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华为向一家英国科技公司进行了首

次股权投资，面对全球其他市场的敌意，这家中国的网络和电信集团寻求

在英国扩张业务。华为与其他一些企业投资者——包括德国工业供应商博

世(Bosch)和美国技术制造商赛灵思(Xilinx)——对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半导

体公司 XMOS作出了“战略性”投资。 

 

 

腾讯创始人入股社交应用 Yo 

Yo 完成 150 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估值在 500 万 - 1000 万美元之间，

由腾讯创始团队领投(投资超过 25 万美元)，Mashable 创始人  Pete 

Cashmore、Betaworks 等跟投。Crunchbase 上的公开信息显示，Yo 腾

讯系的投资人包括 CEO 马化腾、前 CTO 张志东、CIO 许晨晔、前 COO

曾李青、前 CAO 陈一丹。Yo 的创始人俄·阿贝尔在正式公告中表示，此

轮融资的价值远超过公司获得的资金。 

回列表 

 

 

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新华保险另类资产仓位跃升 筹划海外并购  

近日，转战保险已经整整四个年头的新华资管总经理李全在接受 21世纪

经济报道专访时透露，参照某些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策略，在整体经济形

势不好的情况下，压缩高风险资产，增加风险可控资产配置，并加大操作

杠杆，是新华资管去年和今年的整体操作思路。除此之外，伴随新华资管

香港子公司的正式开张，海外投资也在布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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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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行业 

目标公司是一家芬兰的公司，

主要为矿业和建筑、石油和天

然气行业提供相关的技术、自

动化和客户服务 

预计收购规模为 36亿

欧元（全部市场价

值）。在目标公司发

生股权变动，从母公

司拆分出来之后，会

成为战略买家或者个

人买家的目标。 

拥有集设备，服务

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为一体的独特组

合。中国投资者可

过利用这个竞争优

势获得更多附加

值。 

能源行业 

目标公司位于德国，正在寻求

出售其地区性天然气网络公

司。这家公司在萨克森州图林

根拥有超过 120万米的天然气

网络。 

预计收购规模 3亿 7

千 5百万欧元，最终

成交价预计在 3亿到

4亿欧元之间。 

德国作为全球第 4

大天然气消费国和

第 2大天然气进口

国，已进入气源多

元化、市场需求稳

定、基础设施完善

的成熟发展阶段，

对中国能源类企业

具有吸引力。 

能源行业 

目标公司是一家跨国的为能源

企业提供离岸钻井承包服务，

拥有并经营的多用途船队，尤

其专注于深水和恶劣环境下的

钻孔。 

资产价值 14亿 6千万

欧元。正在出售其钻

机业务，预计价值 20

亿美元。 

目标公司所在的行

业具有高风险和高

回报率的特点，其

技术可帮助中国能

源类企业更有效的

开拓市场。 

制造业 

目标公司是一家西班牙的电梯

轨道制造商，其有超过 80％的

收入来自中国的。 

预计收购规模为 3亿

6千万欧元。目前寻

求出售 70%的股份。

金融机构已经接受了

委托处理这次交易。

针对的目标买家主要

是私募基金。 

已经在中国有良好

的商业基础。 



制造业 

目标公司是德国的一家传动部

件的汽车部件供应商。2012年

的收入约 1.2亿欧元，税息折

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为 1300万欧元。 

目标公司预计收购规

模为 1亿欧元。目标

公司预期的交易对价

是 6至 7倍的税息折

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将在

2014年初再次开始出

售流程。 

目标公司的技术对

中国投资者有吸引

力，并且早年已有

中国投资者表示有

兴趣。 

制造业 

目标公司是荷兰的一家开发，

生产和销售用于暖通空调系统

组件的公司。销售主要集中在

欧洲和中东地区，而生产则在

中国和荷兰。产品包括膨胀

罐，安全阀和储存容器。 

2013年税息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EBITDA）

为 2千万欧元，收入

是 1亿欧元。 

公司为民用住宅及

商业建筑和可持续

能源等问题提供成

功的创新解决方

案，已经在中国有

经营。 

生物行业 

目标公司是一家英国的药学和

生物技术学实验室测试服务提

供商。 

预计收购规模为 4亿

欧元。出售可能在

2015年开始。 

集实验室服务、测

量标准、标准物质

及实验室能力验证

于一体的市场领导

者，在中国有经

营，对中国生物制

药行业的投资者有

吸引力。 

消费品行

业 

目标公司是一家英国的电器销

售商。 

预计收购规模为 4亿

8千 5百万欧元。已

经有多家业内企业加

入了对目标公司的竞

标。 

英国著名电器销售

连锁商店，对中国

投资者有吸引力。 

科技、传

媒和电信

行业 

目标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

的光纤网络运营商。 

目标公司预计收购规

模为 2亿 3千万欧

元。金融公司已经就

这项交易接受了委

托。出售可能在几个

月之后开始。目标公

司已经委托事务所开

始尽职调查。 

 

目标公司所在行业

近阶段扩容规模较

大，其资产对中国

投资者有吸引力。 

消费行业 

目标公司是是波兰的一家电子

消费产品经销商，主要包括计

算机硬件、软件及消费性电子

产品。 

目标公司是波兰最大

规模的电子产品经销

商，业务涉及中东欧

地区的八个国家， 

56,000种产品与 300

目标公司拥有成熟

领先的电子商务平

台，并且应用在了

95%的业务中，中

国投资者可过利用



多家供应商。 该平台开拓国际市

场。 

科技、传

媒和电信

行业 

目标公司是波兰的一家移动网

络运营商，为企业及个人提供

电话语音、短信和数据服务。 

 

目标公司在波兰拥有

1千多万的用户，服

务覆盖波兰 89%的人

口 

目标公司拥有现代

高效的

2G/3G/4G/LTE 通

讯网络，对中国投

资者有吸引力。 

生命科学

与医疗行

业 

目标公司是一家位于波兰的诊

断影像中心运营商 

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

诊断影像中心运营

商，在 15个国家及地

区均有业务。 

目标公司先进完整

的诊断影响以及癌

症治疗体系，对中

国医疗类企业具有

吸引力。 

房地产行

业 

目标公司是荷兰的工业及物流

园区发展商  

目标公司拥有逾 200

处地产，可供租用面

积约 22万平方米，正

计划出售其全部的股

份 

目标公司是荷兰最

大的工业及物流园

区发展商，拥有

296公顷的“地产银

行”供日后开发，对

中国房地产企业具

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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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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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债务下推：方法和案例研究 

2014年 7月 31日 

如何使用债务下推来进行融资费用的税前抵免，一直是投资者在并

购项目中关注的重点。考虑到亚太区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飞速发

展，进行债务下推的税务架构筹划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将利息费

用下推到运营公司有哪些技巧和挑战？在本期网络讲座中我们讨论

了： 

 债务下推的基本方法。 

 如何克服监管和税收限制，如资本弱化规定和外汇管制。 

 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的案例研究，考虑如何将利息费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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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相关联，以及跨境转让定价和受益所有人等问题。 

欢迎注册收听此网络讲座回放，了解更多影响并购交易的债务下推

的方法及重点。 

 

 

替代能源领域并购：什么驱动了近期市场？ 

2014年 4月 24日 

替代能源领域随着常规能源的成本变化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驱使大批公司考虑新的增长点和并购机会。2014年替代能源领域的

发展方向是什么？在本期网络讲座中我们讨论了： 

 替代能源市场的并购趋势和关键发展点。 

 哪些类型的公司在进行收购，什么驱使了收购行为，收购是如

何进行的。 

 收购方在进行交易时主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和风险点。 

 从近期收购交易中发现替代能源的未来发展趋势。 

欢迎注册收听此网络讲座回放，了解更多替代能源领域的并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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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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领先理念 
 

2014 年亚太区税务复杂性调查: 税海气象万千，风险机遇并存 

税收政策对贵公司在亚太区的经营业务有何影响？今年的《亚太区

税务复杂性调查》集合了逾 800位商界及税务专业人士的真知灼

见，对亚太区内 20个国家（地区）的税制发展作出解读。我们诚

挚希望该报告能为企业管理层提供实用的参考信息，为您在亚太区

的商业决策以及税务管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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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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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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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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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po@deloitte.com.hk 

 

 
 

主页 | 把德勤添加为安全发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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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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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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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保留一切权利 

 

 

 

mailto:ronchao@deloitte.com.cn
mailto:jenzhang@deloitte.com.cn
mailto:dantong@deloitte.com.cn
mailto:vicwang@deloitte.com.cn
mailto:edmyeung@deloitte.com.hk
mailto:dannpo@deloitte.com.hk
http://www.deloitte.com/cn
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
http://www.deloitte-china.com/contact/data.html
http://e.weibo.com/chinadeloitte
http://twitter.com/deloittechina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deloitte_china
http://www.facebook.com/deloittechina
http://www.youtube.com/deloittechina
http://i.youku.com/deloitte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