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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出台未来30年国家投资计
划

2019年12月16日，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在接受《人民报》采访时表示，政府将讨论

至2050年国家投资计划，该计划涉及项目超过2万个、资金8万亿捷克克朗（约合3478

亿美元），其中交通领域的项目占75%，此外还包括医疗、能源、气候和网络安全等优

先项目。

投资计划资金中，有3.98万亿捷克克朗用于投资活动，4.02万亿捷克克朗将以补贴激励

的形式补贴投资行为，该金额是政府希望自己或通过下属机构进行投资的支出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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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投资计划表明，对公共投资的需求大大超过了捷克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吸收能

力。”根据政府文件，有必要对计划中提到的项目进行进一步确认，并采取相应的应对

方式。

巴比什表示：“计划的关键在于项目准备。各部长们不能等到所有资金到位了才有所行

动，必须在资金到位之前，就必须想到如何准备与推进项目。”捷克国家投资计划不仅

仅为中央政府服务，也为捷克共和国境内的各州、各县市服务，更是为那些对PPP项

目感兴趣的投资者服务。每个项目的具体信息都将可以在政府开放的数据库平台中查

到。

“该计划将成为欧盟2021-2027年预算谈判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努力争取投资。我认

为，捷克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向欧盟展示具体项目。”巴比什称。

海盗党的辩驳：永远得不到大项目的投资

“在长达一年多的遮掩之后，巴比什终于把他的国家投资计划公之于众。这计划第一眼

看上去还挺有野心，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计划只有潜在的投资列表，却缺少清

晰易懂的执行方式、规章制度、时间计划以及最重要的项目优先程度排序。”海盗党评

价。

根据海盗党的意见，该投资计划最大的不足在于在8万亿捷克克朗的投资中，没有一个

项目实际确定。“很清楚，这永远得不到大项目的投资。”海盗党补充道。

“我很失望，因为它只是个未竟的计划。该计划缺少最重要的两部分：如何融资，如何

确定项目的优先次序。我们看到的文件只是政府、部委、各州期待发生的样子。”捷克

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副主席米古拉什·菲里恩齐克（Mikuláš Ferjenčík，属于海盗党）表示。

根据投资计划，一些项目会被标记为战略性项目。战略性项目主要根据项目规模来定，

投资规模至少达到5千万捷克克朗，对于交通建设项目，这个数值是3亿捷克克朗。另

一个条件是这些项目至少坚持五年，并且协助国家进行项目基本运营。

“满足战略性投资条件的项目会被标记为捷克共和国的优先项目，或者写入《捷克共和

国经济战略纲要》的战略投资领域。”计划写道。《经济战略纲要》由捷克工贸部负责

撰写，将囊括国家投资计划、国家创新计划、数字化捷克战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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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文件还表示，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和修订投资项目列表。“这是一份动态文件，公众

可以参与到关于它的即时讨论与咨商中来。”工贸部长卡雷尔·哈弗利切克（Karel 

Havlíček，属于ANO党）表示，“这是历史上首次，我们的公民有机会看到政府正在筹

划的内容。”

“重要的是我们是如何看待长期建设性投资。未来十年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它将决定计

划未来的走向。2030年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计划究竟是一厢情愿的野心还是实实在

在的东西。”工贸部长哈弗利切克补充。

“公民将能够对每个投资发表评论，我们将建立一个网站和一个电邮地址，以便我们可

以向公众提供有关投资项目的信息，以及在哪些地区将进行哪些投资。”地方发展部长

克娜拉·多斯塔洛娃（Klára Dostálová，来自ANO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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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工贸部

农业部

地方发展部
卫生部数字捷克

捷克国家投资计划（2020-2050）

交通部 77.4%

工贸部 5.3%

农业部 4.6%

地方发展部 4.2%

卫生部 2.0%

数字捷克 1.4%

总计 8万亿克朗

铁路、核能、警车，以及医院和大使馆的修缮

到2050年，捷克预计向交通建设项目投资约6.2万亿捷克克朗，其中半数投资将在2030

年前使用，铁路投资占到绝大多数。对当前铁路的现代化改造和扩大铁路网（尤其是

高速铁路网）是政府铁路投资的主要目标。最大的铁路项目是从布拉格经由布尔诺至

奥斯特拉发的铁路路段。该投资项目还包括对沿线铁路站点的修缮工作。

政府另一项工作重点是完成现有高速公路修建项目。许多投资也用于一级道路和环路

的建设。另一方面，尽管投资计划表示，政府将扩大捷克运输和水上交通的投资，预

期投资却没有涵盖多瑙河-奥德河-易北河的水上走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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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计划中，工贸部将投资总计4235亿捷克克朗建设新的核电机组，其中3000亿捷

克克朗将分别投资位于杜科瓦尼（Dukovany）和泰美林（Temelín）的核电站。杜科瓦

尼新的核电机组预计在2029年完工。工贸部还将投资327亿捷克克朗用于乌斯季州开采

褐煤后的环境保护和发电项目。

捷克地方发展部约获得3333亿捷克克朗的投资资金，近70%的资金将用于国家项目补助，

30%用于欧盟项目补助。其中，受到国家补助的项目将投资760亿捷克克朗用于地方发

展，包括2万千米的地方交通、4200座体育场（校园或公共体育场）、以及上千幢公共

场所的修缮。

另外，计划还拨款660亿捷克克朗在市政住房中建造48000座标准配备的公寓，其中330

亿捷克克朗将用于为中低收入人群修建的配套住房投资。

在医疗健康领域，政府欲投资1630亿捷克克朗，其中733.5亿捷克克朗用于医院和诊所

的发展，剩下900亿捷克克朗将在2031年后用于医院楼房和设备的投资。

环境部将拨款464亿捷克克朗用于节能和住房取暖投资，120亿捷克克朗用于废水管道

和净化系统的投资，近100亿捷克克朗用于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内务部计划投资880亿捷克克朗用于警局停车场的翻新工作，另外180亿捷克克朗用于

进行内政部的数字化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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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划，教育方面的投资约为463亿捷克克朗。大约一半用于对公立大学的补贴。在

区域一级，还将对幼儿园、中小学的重建和教学设备进行投资。对于幼儿园和小学的

投资有可能还会提高。

到2050年，文化部将投资近200亿捷克克朗于文化，艺术和娱乐相关项目。还有数十亿

的投资用于地区和城市的古迹恢复或新建筑物建造。计划还提到了国家图书馆的新建

筑。2008年，政府拒绝建造该建筑，取而代之的是在增加Hostivař图书馆的藏书、在捷

克布杰约维采（České Budějovice）建设新的文化中心、还有对Invalidovna的图书馆进

行翻新。

司法部计划投资1290亿捷克克朗，主要用于监狱的扩建和法院机构建筑的重修，并同

样致力于推动数字化司法部的升级改造。

捷克外交部所需资金总额约为410亿捷克克朗，六分之五的费用将用于位于世界各地的

捷克使领馆的修缮。其中，最大的修缮工作位于德国柏林的捷克大使馆，预计需要

7.27亿捷克克朗；另外，还将拨款7.23亿捷克克朗用于购置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使馆

建筑。除此之外，在乌克兰基辅、波兰华沙、俄罗斯莫斯科、美国华盛顿、澳大利亚

堪培拉、韩国首尔、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都有购置或修缮使馆建筑的计划。

捷克国家投资计划中的有些项目缺少明确的时间安排，有些缺少确切的地址，还有因

为战略因素，国防部的投资计划则没有对外披露一丝线索。

点击下载《捷克国家投资计划2020-2050》

https://www.vlada.cz/assets/media-centrum/aktualne/Narodni-investicni-plan-CR-2020_2050.pdf


捷克确定首批5G试点城市

近日，捷克公布首批5G试点城市名单，分别是：比里纳（Bílina）、卡罗维发利

（Karlovy Vary）、叶赛尼克（Jeseník）、拉贝河畔乌斯季（Ústí nad Labem）和比

尔森（Plzeň）。未来两年中，电信运营商将在这五个城市进行5G特定服务的测试。

此前，捷克工贸部举办5G试点比赛，大约有60个城市报名参赛，最终角逐出上述5个

城市作为5G试点城市。该比赛由专业评审团进行最终评审，并由工贸部长卡雷尔·哈维

利切克（Karel Havlíček）亲自公布最终结果。

捷克政府目前正在准备5G频谱拍卖。同时，捷克政府希望引进第四家电信运营商，以

此来降低流量数据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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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城市将获得5G频谱的试验权，还有专属支持团队和专属咨询顾问，并且，5G相关

的所有分析和活动费用都将由政府买单，试点城市还拥有使用“智能5G城市”标签的权

利。

在5G基础上，比里纳将采用城市监控系统（安装城市摄像头）来提高城市的安全性，

叶赛尼克将利用5G对体育赛事进行全方位跟踪记录，并对当地的博物馆进行现代化改

造升级。

在5G的帮助下，卡罗维发利将开发电子导游系统、扩大智能公交范围，比尔森将进行

无人机系统的试验，拉贝河畔乌斯季将在城市道路进行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

拉贝河畔乌斯季市长彼得·奈德韦迪斯基（Petr Nedvědický）称：“对于那些创新公司来

说无疑是利好消息，他们可以在5G环境中测试自己最新的科技成果。”

乌斯季州创新中心的经历马丁·玛塔（Martin Mata）表示：“只要5G实施，我们就能在

城市中开展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5G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会，比如建设智慧城市、发

展物联网、开展科技研发等，同时也让智能实验室成为可能，许多新科技可以在实践

中直接得到运用。”

捷克电信局（Český telekomunikační úřad）前不久公开表示，将原定于2019年秋季的

5G频谱拍卖会推迟到今年1月召开，但工贸部长在接受捷通社采访时表示，拍卖会时

间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到2020年年中，成功竞拍者有望在2020年中旬得到5G频谱。

哈维利切克解释，制定合适的拍卖条款更为重要，可以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内外从业者

广泛参与竞拍中来。他补充，不论哪一家第四家运营商进入捷克，它都应“打破”捷克

共和国的电信竞争环境，从而达到降低政治家认为流量数据定价过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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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汽车行业或面临萧条

2020年，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捷克工业将面临艰难的一年。中美贸易战使汽车行业销

售额下跌10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10月，数据已经表明行业的衰落趋势。

到2025年，欧洲汽车总量将从2018年的2.63亿辆增长到2.73亿辆。2025年之后，由于

共享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的快速发展，汽车总量将下降，到2030年，汽车总量预计下

降150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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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捷克本土制造业来说，收获的季节已经过去。对于捷克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来说，

2020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一年，订单量或许还要再跌15个百分点，企业必须采取节约措

施来克服时艰。

“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许多工业领域都将面临艰难的一年，订单需求将会持续减少。”捷

克工业交通协会副主席拉德克·斯皮查尔（Radek Špicar）称，“市场份额下降额度将取决

于美国对欧洲产汽车征收的关税水平，也取决于英国是否无协议强硬脱欧。”

捷克汽车出口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战。最先受到贸易战影响的是德国，但因

德捷两国贸易密切，捷克经济受德国经济制约，所以捷克也间接遭受贸易战影响。斯皮

查尔表示，捷克工业生产速度已经放缓。

捷克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0月，捷克工业生产速度环比下降3个百分点，新的工业

订单总额环比下降5%。

“此前，我们预计全球汽车生产总量每年增加额超过1亿辆，我们现在只能说增长勉强维

持在9000万辆的水平。”AutoSAP公司经理兹丹涅克·派齐尔（Zdeněk Petzl）表示，“今明

两年，捷克国内制造商的日子都不会太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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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国内企业已经感受到了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捷克奥洛莫茨市KOYO汽车轴承制造

公司董事彼得·诺瓦克（Petr Novák）称：“我们预计订单将会减少15%。”据了解，2018年

KOYO公司的销售总额为1.6亿捷克克朗。“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们不得不考虑裁员

以减少开支。”诺瓦克补充。

捷克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Brano表示，也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裁员。据专家

预测，Brano的订单总量将会下降8%，这意味着销售总额将减少4亿捷克克朗。对此，公

司希望借由开拓巴西或印度市场来挽回订单下降的损失。

另外，电动汽车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汽车行业的裁员风波。

“生产电动汽车不像生产普通汽车，它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在IT领域产生的新的工作机

会难以抵消正在消失的岗位。”捷克经济学家伊洛娜·什维利科娃（Ilona Švihlíková）称。

保险机构Atradius经理玛凯塔·斯特辛科娃（Markéta Stržínková）表示：“大多数二级分包

商都面临融资难得困境，难以完成向生产电动汽车的转变。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

在08年的经济危机期间。行业的高稳定性已经是过去时。这样说是因为2019年我们保险

机构的破产清算业务上涨了2%。”

2018年，捷克汽车零部件生产商销售额增速下降了7%。尽管如此，全行业销售增额仍然

破了纪录，达到1.1万亿捷克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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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捷克税务法律新闻选摘

2020年，我们将迎来如下税务新政：更低的啤酒税、更高的一次性退税额、欧盟之间

的“迅速修正”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为您精选了10个最重要的税务法律新闻。

一、增值税“迅速修正”

根据欧盟颁布的增值税修正案，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所有欧盟成员都必须履行“迅速

修正”规定的相关义务。“迅速修正”将极大简化和统一欧盟境内的货物运输增值税规则。

“迅速修正”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寄售仓库、向其他欧盟成员国运送货物的

豁免条例、连锁交易和向其他欧盟成员国运送货物的证明。

普华永道分析：关于“迅速修正”，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向其他欧盟成员运送货物的豁免

条例。欧盟直接规定了为了得到增值税豁免，供货商需要保留哪些相关证明文件。新

的规则比原来的规则更加严格。

二、增值税反向征收机制

2019下半年，欧盟批准了捷克提交的增值税反向征收机制。在具体实践中，这意味着：

在捷克境内，如果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总价值超过1.75万欧元（约为45万捷克克朗），

供货商进行增值税申报的义务将转移到订货商身上。

普华永道分析：捷克立法者期望这一机制可以减少逃税行为。但是由于立法的准备过

程繁琐，该机制的实施时间被推迟，预计不会早于2020年下半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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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扎啤和服务业增值税降低

从2020年开始，很多商品的增值税都将发生变化。从2020年1月1日起，供暖和供冷的增

值税率将从一档（15%）降到二档（10%）。

从2020年5月1日起，饮用水、水和污水处理、餐饮服务、家政清洁服务、有声书和电子

书的增值税率从15%降到10%。另外，一些手工服务例如修车、鞋、衣物及美容美发服务

的增值税率从21%降到10%。扎啤的增值税率也从15%降到10%。

普华永道分析：增值税税率的降低主要适用于难以在实践中确保有效征税的商品和服务。

根据解释性备忘录，较低的增值税税率应意味着较低的避税动机。在实行降低增值税率

的同时，在引入第三条和第四条电子销售记录时，有关付款人将减少其较高的索赔额。

因此，这种变化不太可能带来商品的降价。

四、收入免征税额度（Paušální vádaje）提高，企业家和个体户将获得更多收益

企业家、个体户和出租人可以对2019年的收入使用200万捷克克朗的上限来计算税收。

固定费用支出占收入的百分比是在纳税申报表中，主张业务或其他独立活动或租赁可以

获得收入免税额度的最简单且最有利的方式。

普华永道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免征税额度分为四个档次：80%，60%，40%和30%。企业

家可以享受到最高的收入免征税额度——高达80%——即160万捷克克朗。最低的免征税

额度是30%，即60万捷克克朗，主要适用于商业财产的出租。在2018年的纳税申报中，

最高的免征税额度为5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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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税收计划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2019年12月17日议会重新批准了税收计划。如果税收计划能够在1月

完成立法程序，它将带来许多税收更新。

例如，为保险公司创建技术准备金的免税额发生了变化。只有根据《保险法》建立的偿

付能力准备金才可以抵税，而非所有的准备金（例如，包括索赔和人寿保险的准备金，

也包括受益人的未来索赔）。

税收计划取消了对2013年1月1日前发行的克朗债券的预扣税四舍五入的规定。这意味着

即使这些债券由自然人或非居民税收持有，也将扣除15％的所得税。

批准的税收或关税方案还提高了酒精、烟草制品和加热烟草制品的消费税。另一方面，

保留了对家用锅炉房的天然气免征税的计划。

赌博税也有所增加。除了最初计划对所有赌博（技术赌博除外）增加税收外，彩票适用

于的税率从23％升至35％。

七、网上完成纳税操作

从2020年开始，纳税人可以在网上平台Moje Daně完成各种税务相关的操作。

普华永道分析：该网上平台最重要的功能是进行网上提交纳税申报表，纳税人可以在网

上完成信息填写、检查自己账户的状态，并将信息生产档案等。

八、退还过高的增值税抵扣额

税法修正案还规定了增值税预扣税额。纳税人有权预扣扣除额，其金额应为税务管理者

不打算检查的金额。税务检查和税务评估完成后，预付款项将结清。

为了给税务机关更多的时间来评估是否启动检查程序，税法修正案调整了某些时限。调

整的结果是导致隐性税收评估被推迟了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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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减少滞纳金的罚款

税法修正案还带来了滞纳金罚款方面的变化。修正案取消了从逾期的第五个工作日起才

累加滞纳税款的利息宽限期。另一方面，修正案提议降低滞纳金利息率。

同样，修正案建议废除对迟交税款的罚款的宽限期，但这仅对应征税期至少为一年的税

款开放。对于其他税种（通常为增值税），将继续在逾期的前5个工作日内不会产生罚

款。

普华永道分析：滞纳金利息率预计会从14%降至8%。

十、共享工作及促进《劳动法》修正案实施

《劳动法》修正案尚未在议会中通过立法程序，但已于12月16日获得政府批准，在与工

会和雇主进行的谈判方面，有望对拟议的修正案提供广泛支持。普华永道法律律师米洛

什·索乔（MilošSochor）解释说：“创新包括所谓的共享工作，共享工作可以将更多短期

雇员分配到一项工作中，而无需承担繁杂的行政负担，这些工作可以在预定的条件下自

行安排工作时间。”

对于雇员和雇主来说，计算假期或工作交付应该更容易。与其根据工作天数来计算，不

如从工作时数中得出。这也将消除在短班或长班中工作的雇员可能有不同长度假期的情

况。

该修正案还涵盖了目前在泛欧洲范围内的劳动法问题。 “修正案将保证在欧盟范围内派

驻至捷克共和国的员工享有更广的标准；如果长期派遣，如果捷克法律规定的条件比他

们本国条件更适合本地员工，则将适用捷克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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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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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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让定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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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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