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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世界已今非昔比，企业的法律服务类型也
要紧跟潮流。

全球化刺激了跨国的法律咨询需求。许多企业实现跨区域
经营，需要一个网络化的法律咨询机构对其无论位于世界
何处的分支机构提供可靠的法律解决方案。

世界各国行政规章的数量，复杂程度和改变速度已经成为
持续性的挑战。企业一直致力于以更少的资源获得更多的
成果。因此也一直在寻找能更高效提供更多价值的服务供
应商。

企业的更佳选择
德勤法律是仅有的几家真正提供全球服务的法律服务商。
我们在全球73个国家拥有超过1700名专业律师。在欧洲大
陆我们雄踞律师事务所排名前五，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法律
服务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德勤为公司同时提供法务和商务支持。这包括税务、咨
询、审计和财务咨询以帮助企业做出商务决策时，以完备
信息为基础，以操作成功为导向。

德勤法律既为企业组织提供日常运营的咨询服务，也为企
业的生命周期重大事件提供法律协助。我们在所有四个主
要的法律实务领域为企业提供与其经营目的契合而且务实
的法律解决方案：

 • 商法解决方案

 • 公司法和并购解决方案

 • 劳动法和养老金解决方案

 • 税务纠纷解决方案

选择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供应商将简化管理流程，提高单个
项目全过程的可靠性。

德勤法律致力于帮助客户做出今天的重大决定，实现明天
的企业愿景。

全球路径之力
德勤履行法律服务的路径独特。

我们与客户在经营地点上共生。我们摒弃了接口和传话模
式，这是绝大多数传统律师事务所常用的方式。这类律所
通常有一个总部，在别国的司法制度中触角有限。

我们模式独特之处在于，它以健全的本土实务为基础。每
个分所的律师既对本土商务环境深刻理解，又因为是更大
的全球服务团队一份子而对多国客户跨国业务经验丰富。
我们属于全球最大的专业服务网络之一。

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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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和并购
企业的管理在当今是一个复杂命题。管
理者们需要在包括企业设立条件、实体
交易活动、企业扩张、企业解散等很广
泛的领域得到指导。德勤提供的相关服
务有：

 • 公司法

 • 公司合规

 • 公司重组

 • 国内和跨国并购

 • 股东协议

 • 家族协议

 • 收购、出售、合资

 •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本

 • 买方或者卖方尽职调查

 • 并购后整合和实体的精简

商法
公司面临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商务挑
战。这包括越来越严厉的贸易法规和地
区有权机关的适用。德勤法律提供如下
相关的法律服务:

 • 供应链管理、分销网络的法务和合同
框架

 • 企业职能重组和外包

 • 不动产：包括收购，处置及投资组合
管理

 • 知识产权：包括注册、保护和防御

 • 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

 • 商法全领域诉讼，包括白领犯罪

 • 破产，资不抵债和破产重组

 • 法律和法规的合规

税务纠纷
多国组织在管理总部和他国分部的税
务纠纷上消耗的时间和资源越来越多。
德勤法律为企业提供综合视角，让企
业在税务纠纷周期的任何环节都能做
出信息完备的商务决定。服务包括：

 • 税务审计策略及咨询

 • 税务纠纷生命周期管理

 • 纠纷解决方案

劳动法和养老金
经济动荡时期企业员工队伍必须保
持机动灵活、富有竞争力。当全球范
围的经营遭遇复杂的政策、多变的
法规，企业在员工关系管理和劳动
法合规领域必然面临挑战。德勤法
律为此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为：

 • 个体劳动法

 • 与工人代表机构的关系

 • 重组时的劳动法事务

 • 国内或国际社会保障法

 • 养老金和福利

 • 员工流动性和移民

 • 财产和信托

德勤法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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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
Piet Hein Meeter
全球执行董事
德勤法律
pmeeter@deloitte.nl
手机: +31 6 5129 2432

公司法和并购
Markus Schackmann
全球执行董事
公司法和并购
mschackmann@deloitte.de
办公: +49 211 8772 3577
手机: +49 152 0931 1055

商法
Jurgen Egger
全球执行董事
德勤 商法
jegger@laga.be
办公: +32 2 800 70 53
手机: +32 476 25 91 82

德勤法律中国部
Dr. Michael Fischer
慕尼黑分所负责合伙人
公司法和并购
mifischer@deloitte.de
办公: +49 89 29036 8902
手机: +49 170 8541 068

晏锋 (Feng Yan) 法律硕士
中国部
经理
feyan@deloitte.de
办公: +49 69 71918 8417
手机: +49 151 5800 3300

劳动法和养老金
Nicolaas Vermandel
全球执行董事
德勤 劳动法和养老金法
nvermandel@laga.be
办公: +32 2 800 70 77
手机: +32 498 10 22 11

税务纠纷
Clifford L. Rand
全球执行董事
德勤 税务纠纷解决方案
crand@deloittetaxlaw.ca
办公: +1 416 77 58 830
手机: +1 416 7287 262

您在德国的总联络人
Thomas Northoff
德国执行合伙人
德勤法律
tnorthoff@deloitte.de
办公: +49 89 29036 8566
手机: +49 172 8569 306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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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法律是指德勤从事法律事务的有限成员公司或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关联公司。

德勤是一家英国以担保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DTTL），指称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包括他们
的成员公司网络及其相关实体。德勤及它的每一家成员公司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实体。DTTL本身
（也被称为“德勤全球”）不向客户提供服务。关于德勤及其成员公司更详细的描述请浏览网址
www.deloitte.com/about。

德勤为公共和私人领域客户提供跨产业的审计、咨询、财务咨询、风险管理、税务和相关服务。通
过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公司的网络，德勤为客户提供世界级能效和高质量服务。给予
他们需要的指向他们面临的最复杂业务挑战的洞见。德勤超过21万名专业人士致力于让优秀成为标
准。

本信息仅包含一般性信息，任何一家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公司或者其关联实体（总称“德勤网
络”）都不会以本信息的形式提供专业咨询或者服务。德勤网络的任何一家实体都不会对任何人因
为依赖本信息而蒙受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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