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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欲向增值税系统引进“分项
付款”机制

凡在波兰开展贸易且拥有波兰纳税人识别号的捷克企业需注意，波兰计划最早在2019

年9月1日起向在波兰境内的特定商品和服务执行“分项付款”机制。这是账单支付的新

机制，支付将会自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用供应商的银行账户支付的价值部分，二是

用供应商特殊银行账户支付的增值税部分，后者将受到金融机构的监管。该特殊银行

账户中的款项将仅用于支付供应商的税务。该机制适用于金额超过15,000兹罗提（约

90,000捷克克朗）的交易，外国企业有义务在波兰开设该类型的银行账户。这是波兰

有权使用的暂时计划，如果波兰在2022年2月前没有获得延期许可的话。根据我们同

事的意见，该法案应该会获得通过，因为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该阻止增值税诈骗行为

的法案。预知更多信息，敬请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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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专家协助您开展反洗
钱培训

过去几年，针对金融犯罪开展的活动愈发证明其有效。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减少对贿

赂、毒品交易、盗窃、人口贩卖等非法所得合法化以及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银行必

须满足严格的监管要求，并努力限制利用金融服务进行洗钱的行为。否则将会导致高

达数百万欧元的巨额罚款，甚至导致银行牌照的剥夺和银行清算。

去年一家欧洲银行爆出的丑闻让其遭受巨大损失。其爱沙尼亚分行在2007至2015年间

的可疑交易规模高达2000亿欧元（5.2万亿捷克克朗）。该银行的前职工使得该丑闻浮

出水面，银行通过内部审计发现，大部分的交易都与犯罪收入合法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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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爱沙尼亚、英国、美国当局都对该丑闻事件展开调查。这不仅会对这家北欧最

大银行造成威胁，同时也对整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带来了威胁。与此同时，危机还有可

能蔓延至其他银行及国家。

洗钱活动的方式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中大部分都藏匿于金融机构的复杂分支里，

同时会清除资金来源的痕迹。他们一般会利用公司或个人进行栽赃，或者利用避税天

堂的匿名公司，或藏匿在地址是某处P.O. Box.的空信箱里。

银行必须及时地揭露这些类似的机制，否则就会影响到交易或者带来类似北欧银行的

丑闻。“银行现在必须遵守的规定远比十年前的来得更为严格。罚款金额的急剧上升也

威胁着银行的处境。罚款金额可在数千万欧元至数亿欧元间浮动。”普华永道预防金融

犯罪专家彼得·克兰达（Petr Kranda）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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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预防金融犯罪团队致力于协助银行建立发现可疑交易的监控系统，提供科技

咨询和数据分析，以期更好地识别可疑交易。该团队还与各国央行合进行金融市场的

监督，同时与政府机构合作，实施国家金融犯罪预防措施。团队目前已在巴基斯坦、

拉脱维亚、摩尔多瓦成功完成项目，他们解决的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

的问题。该团队的工作不仅仅聚焦于金融问题——他们帮助巴基斯坦找出并阻止了资

助恐怖主义的部分现金流，协助摩尔多瓦的金融部门重新站稳脚跟——他们的努力绝

对是有意义的。

当前的科技可以协助银行跟踪客户账单和动态，并提示偏差。“系统将实时跟踪客户的

动态、交易数量、交易金额及流动方向。如果出现了与平常交易相悖的交易，或着涉

及洗钱的嫌疑，系统会提醒分析师，有必要对交易进行核查。”来自同一团队的卢卡

斯·鲁特（Lukáš Rut）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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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科技可以协助银行跟踪客户账单和动态，并提示偏差。“系统将实时跟踪客户的

动态、交易数量、交易金额及流动方向。如果出现了与平常交易相悖的交易，或着涉

及洗钱的嫌疑，系统会提醒分析师，有必要对交易进行核查。”来自同一团队的卢卡

斯·鲁特（Lukáš Rut）补充道。

该科技还运用了机器人自动化的流程。如果一开始对系统进行了正确的设置，并提示

工作正常，那么机器人就可以正常工作与协助。普华永道的专家们将会对银行使用的

算法进行最优化设置，保证系统不会重复提示可疑交易，且不遗漏任何一个重大可疑

交易。普华永道的团队由经济学家、律师、精通IT和数据分析的专家组成。“我们一个

很大的优势是熟悉监管程序的律师与IT专家密切合作，这对系统进行有效设置是必不

可少的。”普华永道合伙人、团队领导人里孚·基日塔（Liviu Chirita）补充。

这个来自布拉格的普华永道团队的业务不仅仅涵整个盖中东欧地区，同时还涉及西欧、

中东、非洲、乃至世界上所有面临洗钱、资助恐怖主义以及其他金融犯罪威胁的地方。

预防金融犯罪仅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经常参与到调查可疑交易的侦察队伍中

去。一旦银行的分析师从系统中得到警示，团队就会对其开展核查工作：确定客户的

风险等级、跟踪交易来源及流向、制定阻止交易的方案。有了当前科技的协助，核查

变得愈发高效。

更加严格的系统让银行更了解自己的客户。银行不仅仅是在客户开设账户的时候获取

客户信息，还将一直跟踪客户的动态。比如核查企业信息时，如果所有者未发生改变，

则不会产生危险。如果银行让其客户开户却不知其所有者，这绝对是不允许发生的。

“犯罪分子洗钱越容易，腐败和犯罪程度越高，则对社会的危害性就越大。这还会导致

过高的公共采购、社会不公正和其他负面的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如果管控系统正确

设置，这将会加强社会的信任，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彼得·克兰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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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捷克私企由于劳动力短缺
造成的损失高达2800亿克朗

中东欧私企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帮助企业发展的高质量劳动力和人才的短缺问题。这

是普华永道在1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600份私企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四分之一的被调

查者表示，专业雇佣能力的缺乏将导致企业超过5%的利润损失。普华永道估计，人才

的短缺将给该地区的私企造成每年3580亿欧元的损失。这已经超过克罗地亚、匈牙利

和斯洛伐克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捷克企业将损失110亿欧元。捷克市

场最缺乏技术人员、商人和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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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短缺限制企业发展

普华永道中东欧商业和私企领域专家彼得·英格理什（Peter Englisch）预测，由于当前

劳动力能力和知识匮乏造成的实际损失将在未来显现。“人才短缺限制企业的未来发展。

这并不是要让管理层意识到公司经营的实际潜能。造成中东欧地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过

于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本地高质量劳动力前往薪酬水平更高西欧和俄罗斯求职的潮流。”

英格理什表示。

和西欧及北欧相比，中东欧的外籍人才流进量少了将近一半。欧洲统计局（Eurostat）

的数据显示，2017年，瑞典1000居民中的移民数是16.4，德国是12.5，与此同时，捷

克是6.1，而斯洛伐克的数据最少，仅有1.4。根据这项调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让中东

欧89%的企业经理人感到紧张。更差的是日本，95%的企业经理人感到紧张。

数据化是关键，但缺少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大多数经理认为，企业创新和数据化的不足是造成劳动力缺乏的关键。63.5%的被调查

者表示，数据化绝对会影响到其企业经营的生命力。彼得·英格理什已经在普华永道任

职已久，一直致力于解决私企的各种问题，他表示，大多企业尚未给予数据化足够的考

虑。“我们发现，68%的经理人认识到数据化能够简化和自动化现有流程，约50%的经

理人认识到可将其运用到数据分析或根据客户需求制定产品和服务。仅有35%的经理人

在考虑更为复杂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端对端解决方案，能够更精确地分析客户的需求。”

英格理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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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数据化的潜力，但是如果

缺乏有必要经验和知识的员工，还是无法制

定数据化的最优策略。“技术人员、商人和工

程师是需求最大的目标团队，于此相关的是

劳动力的缺乏，以及公司越来越重视数据化

的使用。” 英格理什补充道。



大多数经理人不惧未来

尽管劳动力不足，大多数经理人仍对公司的经济业绩保持积极乐观的期待。在中东欧，

绝大多数经理人预测有望保持甚至提高其业绩。仅有8%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迎来滑坡。

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在中东欧，东欧管理者最为乐观。85%的乌克兰经理人和80%的

格鲁吉亚经理人表示期待更好的经济结果。立陶宛经理人的数据是75%。另一方面，俄

罗斯的经理人最为悲观，仅有40%的经理人表示公司会迎来更好的业绩，13%的经理人

觉得经济会变差。

完整调查结果请参阅： www.pwc.com/epb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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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ěšec.cz: 数据亦可服务。当企业采
集您的个人信息时，如何寻求帮助？

很多人对信息采集抱有否定态度。如果说企业之间进行信息共享，而你从中获利，比

如得到了更好的贷款利率，又该怎么看呢？

在以往的几篇文章中，我们分享了网络安全和信息采集的看法。我们大篇幅地介绍了

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危险，什么样的信息不应该分享，以及企业如何处理未经当事人

同意而采集的信息。

但这也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您也可以从信息采集和评估中受益。来自普华永道的

专家理查德·博柏克（Richard Bobek）和马里克·奈可瓦西尔（Marek Nekvasil）在由

Měšec.cz 举办的“数据身份”论坛上，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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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盗窃，有利可图

在我们开始讨论数据本身和数据采集是如何帮助具体的某一个人之前，我们想要提醒各

位，不注意的网络行为只是危险的一个导火索。数据盗窃是更经常发生的事情，甚至有

组织专门进行数据盗窃。过去几年里，数据盗窃已经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

2018年，脸书（Facebook）公开承认，他们向第三方提供了20亿用户的个人数据。根

据相关数据，警察约每两天就处理一场数据身份的盗窃案件。就算是大公司也无法逃脱

被罚款的噩运。以谷歌为例，因为违反GDPR（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原则，

在法国被罚款5000万欧元。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CNIL表示，相关原则并不简单和

透明。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个人数据保护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然而这并不能

避免个人信息被第三方采集。这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继续看，对此我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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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贷款？数据帮忙

贷款利率永远是不过时的话题。随着贷款的条件变得愈加严格，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贷

款已经不再轻易触手可得，另一部分人也对此感到岌岌可危。实际上，在申请贷款时，

如果不多走几家银行，对各家银行的贷款条件了熟于胸，还真的难以找到最合适自己的

贷款。

对银行来说，贷款人的信贷历史尤其重要，这让银行确信贷款人具有还款能力并能及时

还款。这时，银行就要检查贷款人的收入和债务情况。如果银行有贷款人的信息记录，

比如在这家银行有贷款或信用卡，这肯定锦上添花。就是说，如果您已经是银行的贷款

客户，并坚持按时还款，在这一点上，银行会比较满意再给您提供其他贷款。

如果您去一家没有您任何记录的银行询问贷款情况，您则会处于谈判的劣势一方。因此，

这个时候，其他企业收集的信息就能帮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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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银行没有您的任何个人信息，但它可以使用第三方采集的信息。比如，银行可以从

第三方得知，您是个体户，您不仅拥有一家运营良好的网上商店，同时还拥有一家实体

店。或者银行可以从电信运营商处得知，您已经是10年的老客户，每月定期支付话费，

从未逾期。银行还可以从金融机构获取您的一些信息，并以此形成一份关于您的个人信

息档案，来评估您偿还贷款的能力。

如果这些信息都对您有利，银行就会为您的贷款提供一些便利。

实际运用中的好消息

实际上，上文提到的系统已经在社会中开始运用，普华永道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和专家，

即，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使用相关工具关联用户与银行。获取的数据不仅仅适用于建立数

据模型，也可以运用于风险评估和市场评估。

直接关联通过匿名的方式完成。这表示，通过该方式加工的个人信息，如果没有其他足

够的信息支持，无法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的个体。相关机构可以查看对其来说足够的客

户个人信息，但永远都无法依此确定某一特定的客户。

间接关联通过数据交易员的方式实现。数据交易员即数据提供者或数据供应商，他们通

过合法的方式从多个来源购买或收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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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系统

除了上述工具外，普华永道还有一套给予外部数据和普华永道GeoDataMart的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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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评分系统会如下运作：

首先，银行提交对某一申请贷款的客户进行评分的申请；

接着，根据数据交易员和评分卡片的信息，并从不同来源获得相应数据（比如注册局、
公开信息、网页等），评分实时进行；

最后，评分完成后，将评分和结论返给银行。

以上所有流程均自动化操作，总用时约为20秒。

这样一来，就算客户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哪怕此前从未使用过该银行的产品，银行也
可以得知一系列必须的信息。对客户来说，信息采集并不可怕，反而成功帮助其获得
了银行贷款。

完整文章请参阅：www.mesec.cz

普华永道评分系统

https://www.mesec.cz/


捷克共和国《外国人法修正案》
于2019年7月31日生效

从2019年7月31日起，长期讨论与准备的《外国人法修正案》（第326/1999号法律）

已正式生效。

该法主要修改了外国人在捷克境内的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相关条款。同时，修正案

还修改了经济移民的相关条款。比如，为特定捷克大使馆制定经济移民配额，又如，

为了响应政府机构关于劳动力不足的号召，持有雇员证或特定类型签证（主要是工作

签证）的雇员无法在第一次取得相关证件的六个月内更改雇主。该修正案还统一并简

化了雇主和外国人参与政府项目的条件，使外国人能更容易获得就业目的的居留许可。

该修正案还进一步简化了行政程序——比如，外国人可以在进入捷克共和国后立即开

始工作。关于该修正案的一个亮点是：允许从捷克高校认证专业毕业的学生在毕业后，

以求职或创业为由，申请最长期限不超过9个月的居留许可。此外，修正案还提高了在

捷克内政部或捷克大使馆申请居留的费用，并添加了新的附加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欧盟2016/801号法令》的转换，该法令规定了以研究和交流项

目为目的的居留许可，该法令已在修正案中有所体现。

16



附：普华永道对《外国人法修
正案》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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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解读

雇主变更

• 对于持有雇员证（Employee Card）的外国人，须
不 迟 于 变 更 前 30 天 向 内 政 部 （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通知雇主变更。修正案正式实施之前，
需要变更雇主的外国人需向内政部提交申请，修正
案实施之后，这一流程变得更加简介。内政部收到
通知后，会在30天之内通知外国人相关结果。请注
意，如果提交不完整的通知，或提交通知的方式错
误，内政部将直接视这些通知为无效。

• 外国人无法在第一次取得雇员证的六个月内更改雇
主。例外情况是雇主方或医疗原因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

入职手续——雇员可以在抵
达捷克共和国后立即开始工

作，雇主证明文件

• 一旦雇员的蓝卡（Blue Card）或雇员证被批准，
他/她就可以在抵达捷克共和国后立即开始工作。现
在，当雇员前往捷克大使馆领取入境签证（Entry

Visa）时，他/她将同时收到一份新的《满足获得雇
员证/蓝卡条件证明（Confirmation on fulfilment of

condition for granting
the Employee /Blue card）》，雇员需妥善保存该
证明。

• 外国人必须向内政部提供雇主的相关证明，证明他/

她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发放蓝卡或雇员证的工作。这
种确认最迟必须在收集生物识别许可（即指纹）时
提供。请注意，如果缺少该证明文件，可能会导致
雇员证或蓝卡无法发放。

特殊雇员签证——为解决特
定领域劳动力不足而发放的

新型长

• 根据捷克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在政府法规——法规将
明确规定职业、行业、劳动力国籍、签证配额等内
容——被采纳的情况下，该种签证将被发放。工作许
可是获得该签证的必要前提。该种签证的最长有效期
限为一年，且无法被延长。

• 该签证不允许持有者在捷克共和国境内申请其他居留
许可，且其时长不算入申请永居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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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解读

经济移民限额——为投资目
的而进行的雇员证、长期创
业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限定

额度

• 根据政府法规制定（仍在起草中）
• 限额将会在特定时间内的特定捷克使领馆中执行
• 该法案草案反映了特定使领馆中申请数量的激增。预计会

为乌克兰的捷克使领馆增加额度。
• 限额不适用于蓝卡及跨国企业公司内部派遣卡（Intra-

corporate transfer card）。

政府计划——覆盖更多的区
域，简化标准（仍在起草）

• 所有政府计划将适用于下列项目：
• 合标雇员项目（Program for qualified employees）
• 高素质人才项目（Program for highly qualified employees）
• 关键雇员（Key personnel）

《欧盟2016/801号法令》的
转换

• 该法令涉及以研究、学习、培训、志愿服务、学生交流计
划、教学项目或互惠生为目的的第三国公民入境及居留条
件

• 更改学习居留许可中的“学习目的”的定义，这将影响申请
的相关支持文件。

• 允许捷克高校毕业生以求职或创业为由，申请最长期限不
超过9个月的居留许可。

费用增加

• 对申请创业目的的长期签证、雇员证、蓝卡、ICT卡、投资
目的的居留许可的申请人，申请费用提高到5000克朗/人次
（约200欧元）。

• 新的费用：对于出生号的发放、生物许可变更、提交长期
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的预约，费用将是1000克朗/人次（约
35欧元）。适用新价目表的具体使领馆名单将会之后发布。

合法雇佣——需更加谨慎

• 捷克警方将有权在对合法居留工作场所进行就业合法性的
检查。

• 捷克警察局、外交部、内政部和捷克使领馆将可以进入劳
动和社会事务部关于发放工作许可证和雇主义务信息的系
统。

• 欧盟公民成为社会制度的负担或蓝卡持有者申请社会福利
时，劳动局有责任通知相关机构。

其他

• 雇员卡和蓝卡甚至可以发放给法律允许临时外派的工作机
构的雇主——工作机构和外派雇员的最终用户都被视为雇
主，承担《就业法》和《外国人居留法》规定的所有义务。

• 简化住址变更程序，无需采集新的生物许可。生物许可将
不再包含住址信息，住址信息将仅体现在护照中。然而，
变更住址的三天内需向内政部申报的义务不变。

• 教师或学术/科学人员的家庭成员的工作许可义务有了新的
条款。

• 欧盟成员——新的临时居留将拥有长达10年的有效期。在
2010年前申请的捷克居留将在2019年12月31日过期。因此
建议最好在2019年秋季开始办理新的居留。

• 为长期居留许可持有者开设的强制性融合课程——推迟到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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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 Regions

国家/地区

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
中国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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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Estonia

爱沙尼亚

Russia

俄罗斯

Latvia

拉脱维亚

Lithuania

立陶宛

Ukraine 乌克兰

Moldova

摩尔多瓦

Romania

罗马尼亚

Bulgaria

保加利亚

Hungary 匈牙利

Slovakia 斯洛伐克

Czech Republic 捷克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Kyrgyzstan

吉尔吉斯斯坦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Croatia 克罗地亚

Bosnia 波斯尼亚

Serbia 塞尔维亚
Macedonia

马其顿

Poland 波兰

Georgia

格鲁吉亚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Montenegro 黑山

Armenia

亚美尼亚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Mongolia

蒙古

Kosovo 科索沃

Belarus

白俄罗斯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欧亚/俄罗

斯地区的投资、经营活动越来越频繁。中东欧/欧亚/俄罗

斯地区融汇了多国语言、文化，在该地区进行投资、经营

时对企业跨文化商业经验有非常高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及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两地客户应对

各国不同文化及语言的挑战，普华永道专门设立了中东欧/

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它涵盖了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地

区共30个国家，在这些国家都有了解地方语言、文化且专

业知识极为丰富的团队。同时，我们的团队了解中国的商

业文化并有与中国客户合作的丰富经历，在海外投资、并

购、咨询、税务与法律等不同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而且

我们能够为中国客户提中文服务，协助中国企业与地方机

构、公司进行沟通。

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团队协助您应对

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地区发展过程中复杂多样的挑战：

为何选择和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合作：

•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是中东欧/欧亚/俄罗斯30

个国家/地区的单一客户联系点并提供中文客户服务。•中

国业务部顾问了解中国商业文化及拥有与中国客户合作的

丰富经历。

•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协助您扩大及开拓中东欧/欧

亚/俄罗斯30个市场的商业机会。

•与普华永道中国密切的合作关系加强了中东欧/欧亚/俄罗

斯中国业务部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普华永道中国大陆、香

港、台湾及澳门成员机构根据各地适用的法律协作运营。

整体而言，员工总数约15000人，其中包括约640名合伙人。

普华永道分布于以下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

连、济南、青岛、西安、郑州、合肥、南京、苏州、杭州、

宁波、武汉、成都、重庆、长沙、昆明、厦门、广州、深

圳、海南、香港、台北、中坜、新竹、台南、台中、高雄

及澳门。

•凭借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对于行业的专业知识、与政府

机构的良好关系、领先的全球网络资源及全球服务经验，

我们有能力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及并购提供专业、全面

的咨询服务。

• 超过25种不同的语言

• 独特的商业文化

• 相异的法律和监管制度

• 不同层次的经济和政

治发展

• 20余种货币（显著货

币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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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产业以及专业团队使PwC为当地市场更好地提供服务

化学制品

房地产

石油和天然气

零售及消费品

能源、公用事业及
采矿

运输与物流

金融服务

通讯、媒体和科技

保险

汽车

医疗保健

政府及公共服务

医药

工程建筑

税务服务

我们的税务服务是利用有效的组织技巧和贸易安排，创新的税务规划使企业遵循法规，并为企业系统地制定显有成效的税务优化规

划，帮助企业有效降低税务风险、达到直接或间接税务负担最优化。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各方面的税务服务，包括：

• 企业所得税

• 增值税税务代表服务

• 税务尽职调查

• 个人所得税

• 关税

• 间接税

• 企业及个人节税咨询

• 税务诉讼

• 国际税收规划

• 公共援助和经济特区

• 移转订价

• 员工税务

• 会计和薪资外包

• 工作许可和居留证申请

法律服务

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项目需求，在分析法律问题时兼顾企业在财务、税务等领域的需求，从而得以提供缜密周全

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项目，包括：

• 企业并购

• 企业上市

• 公司法

• 知识产权

• 劳动法

• 合约法

• 能源法

• 不动产法

• 税务及经济法

• 竞争法

• 公共采购

• 金融业

• 银行业

• 资本市场

• 诉讼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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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咨询

• 商业策略

• 并购后的整合

• 市场进入策略

• 定价与促销策略

• 客户关怀优化

• 客户关系审计

• 销售人员效率提升

• 重组、重整和成本优化

• 商业尽职调查

• 市场回顾

• 业务案例评估

财务咨询

• 管理信息

• 成本会计

• 计划、预算及预测

• 营运资本管理

• 战略执行

• 财务职能效率

营运咨询

• 采购

• 供应链与生产

• 收入增长

• 重组

交易资讯

• 合并与收购：

‐ 咨询—卖方与买方引导

‐ 筹资—股权/夹层

‐ 交易协助

• 财务尽职调查

‐ 卖方尽职调查与卖方协助

‐ 营运资本回顾、销售与购买

‐ 协定咨询

人才与变革

• 引领成功变革

• 建立人才技能与人力资源系统

• 规划与项目管理

鉴价与经济状况

• 业务鉴价

• 投资组合鉴价

• 财务报告鉴价

• 财务建模

债务咨询

• 战略融资咨询

• 筹款与再融资

• 财务重组

洞察与分析技术

• 信息系统的计划、建构与实施

• 信息管理支持

• 信息技术尽职调查

• 数据与数据质量管理

共享服务中心

• 共享服务中心战略定位、可行性实施

• 业务流程外包供货商选择支持

• 共享服务中心收购中的业务流程外包供货商支持

法务咨询

• 法务技术

• 法务资料分析

• 网络犯罪调查

审计及鉴证服务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各方面的审计及鉴证服务，包括：

• 内部审计

• 财务报告和会计咨询

• 监管服务

• 报告工具：如 e-Consolidation、SmartCube、myReporting、SmartPack 等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资本市场

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