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国服务组
协助您开展中法业务
的桥梁与纽带

为什么法国是最适宜开展
*
业务的欧洲国家？
法国是欧元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强国
• 经济实力在欧盟位列第二。 (来源：IMF, 2011)
• 世界第六大货物出口国，第四大服务出口国。
(来源：WTO, 2011)

法国欢迎外来投资
• 欧洲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2010年投资
额达574亿美金；世界排名继美国、中国之后位
列第三。 （来源： 2011 年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
会议估计数据）

法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距所有欧洲
国家首都、中东以及非洲地区均仅一步
之遥。
•法
 国位于欧洲单一市场的核心位置，面向5亿消
费者。 （来源： IMF， 2010 年4月）
• 巴黎戴高乐航空港是 欧洲第二大载客及第一大载
物航空港。 （来源： 国际机场协会， 2010）

欧洲最具竞争力的投资地
•工
 业用电价格最具竞争力: 0,062 €/kWh-含税
价，相比较于英国0,095 以及德国0,091。
(来源 ：欧洲统计局， 2011)

法国得利于其高水平的私有及公有研发
经费投入以及训练有素的研发团队。
•法
 国的国际专利数位列欧洲第二，世界第六。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1 年1月）

法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政策鼓励吸
引外商投资，其中研发税收抵免项目是
全欧洲最具有吸引力的研发税收激励项
目：
•税
 收减免：研发开支不超过1亿欧元的部分第一
年减免额为研发开支的40%， 第二年35%，第
三年起30% ，超出1亿欧元的部分按5%减免。

法国拥有至少60万人的欧洲第一大华人
群体。
欧洲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伙伴，中
国对法投资也正在日益增多：
•目
 前已有100多家中国企业及国有企业在法国
设立分支。

受过良好培训及教育的法国工作者富有
创意，工作积极。法国工人每小时工作
效率居于全球前列。
• 欧洲劳动生产率位居第四，仅次于比荷卢经济
联盟 ，领先于德国和英国 。(来源 : 世界大型企
业联合会，2011)

* （来源 AF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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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素：让我们在客户
面前脱颖而出
法国中国服务组是德勤全球中国服务组
的一个分支

法国中国服务组如何协助中国企业：

中国服务组是德勤内部的一个特殊组织架构，帮
助德勤具备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德勤是唯一拥有
如此跨国境、跨职能、跨行业的广泛专业网络，
并有能力实时迎合全球客户需求的专业服务机
构！

• 设立或扩张当地分支

中国服务组作为一支整合的团队，宣
传、推动并协助将德勤的专业服务提
供给投资中国的跨国企业及向海外扩
张的中国企业。

• 评估法国市场
• 从公开市场或私募渠道募集资金
• 收购法国企业资产
• 我们的文化背景能够助您了解当地环境的多样

性以及与法国合作伙伴沟通的成功要素

作为计划来法投资的中国投资者，您可
能会提出以下问题：
• 是否需要申请签证或工作许可证？
• 在哪里设立机构？
• 如何建立业务？法国是否欢迎所有类型的投

资？
中国服务组作为一个平台，充分协调利用各国的
中国业务专家，跨越文化差异，确保卓越服务。
同时，中国服务组协同德勤中国事务所为客户
提供跨国境、跨行业、跨部门、跨专业的一流服
务。

• 如何收购当地已有业务？
• 如何为欧洲投资项目融资？
• 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公司架构？
• 应该考虑哪些商业法务问题？
• 如果需要汇回利润应该如何操作？是否有税收

减免或投资激励方案？

中国服务组如何帮助提升价值？
对内投资
• 充分利用中国的“开放平台”， 在有关问题上

发挥重大作用，为不同地区和行业提供本地专
识。

• 有哪些招聘用工规定？
• 是否有规定需要指定法定审计师或注册会计

师？
• 适用什么样的会计准则？

• 提高德勤在客户的重点关注事项上的市场地

位。

对外投资
• 促进与中国行业专家和重要决策者的沟通。
• 为您的业务提供及时了解中国法规和最新动向

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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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已经选择在法国投资，
德勤为其中大部分企业在法业务提供审计、
税务、尽职调查以及收购兼并的专业服务。
我们团队的中法专业人士与德勤中国的同仁一
起为全球化的中国企业提供全面服务。
我们将竭诚为您投资项目的各个阶段提供服
务。

我们的服务

您的解决方案：法国中国服务组
我们可为您提供下列全方位的服务
商业拓展和价值实现

会计和行
政合规服务

• 管理顾问和战略咨询

财务报表
和审计服务

金融
财务策划

• 交易支持及尽职调查
• 交易评估及交易洽谈
• 项目融资

服务范围

• 人力资源及变动管理

信息管理
和风险规避

商业拓展
和价值实现

• 兼并收购及后续整合服务

税务服务及
财税法律服务

• 运营效能、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

税务服务及财税法律服务
• 全球员工调动
• 法国企业税及跨境税务服务
• 转让定价
• 研发项目税收政策
• 税务诉讼

会计和行政合规服务

• 间接税 : 增值税，关税及国际贸易

• 会计外包服务

• 公司并购

• 法国公认会计准则服务

• 劳动法

• 合并财务报表服务

• 合同，分销及竞争法

• 员工薪酬服务
• 法定合规服务

信息管理和风险规避
• 关键绩效指标评估

财务报表和审计服务

• 公司收益最大化

•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报告

• 系统咨询及实施服务

• 按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进行报告

• 跨国报告软件应用及共享服务中心规划

• 最佳实践的会计政策

• 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

• 集团审计准则

金融财务策划
• 财务分析报告
• 商业计划书
• 财务重组计划
• 对外贸易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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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法国的核心团队:
杜安娜
法国中国服务组总监
ataupin@deloitte.fr
电话: +33 1 55 61 47 60

杜杰雷
企业风险服务部 合伙人
edugelay@deloitte.fr
电话: +33 1 55 61 54 13

潘尚伟
律师合伙人
jprevost@taj.fr
电话: +33 1 40 88 29 63

夏蒂里
并购合伙人
tdechambure@deloitte.fr
电话: +33 1 55 61 64 29

乐杰飞
律师合伙人
plegeais@taj.fr
电话: +33 4 72 43 38 75

白思凡
咨询管理合伙人
sblanchard@deloitte.fr
电话: +33 1 40 88 29 60

卢惠莉
并购业务总监
llauv@deloitte.fr
电话: +33 1 55 61 23 68

温卫
审计高级经理
wwen@deloitte.fr
电话: +33 1 58 37 90 99

伯尼可
审计高级经理
nbougniot@deloitte.fr
电话: +33 1 40 88 25 39

吴慧莲
执行总裁
德勤国际税务中心（亚太区）
执行总裁 - 法国税务
wailinng@deloitte.com
电话: +852 2852 6456

安东尼
审计经历
ancabon@deloitte.com.cn
电话: +86 10 8512 5243

蔚柯娅
电信、媒体、科技市场部经理
cwiesner@deloitte.fr
电话: +33 1 40 88 22 66

我们在中国的核心团队:
简思华
审计合伙人
欧洲客户服务-亚太地区
jensewert@deloitte.com
电话: +86 21 6141 1858

范 琪迪
并购交易服务总监
chfraisse@deloitte.com.cn
电话: +86 (21) 6141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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