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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凯纳尔投资中国计划受阻

PPF集团创始人及大股东彼得·凯纳尔（Petr Kellner ）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本应该快速得

到高收益，然而，这位捷克亿万富翁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看到了其消费贷款贷款计划的

崩溃，此后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也让其损失惨重。自2020年1月以来，捷信集团由新冠疫

情带来的业务损失高达25亿美元（约合600亿克朗）。除此之外，PPF集团在亚洲的扩

张还面临着其他许许多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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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亿万富翁中，凯纳尔损失较为惨重。据彭博社报道，目前，凯纳尔的资产总额

为100亿美元。凯纳尔的资产受捷信（Home Credit）估值影响较大，捷信估值下跌15

亿美元，损失较大的区域为中国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民间对

消费信贷的兴趣骤减。

捷信集团成立于1997年，是PPF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彼德·凯尔纳，最早

作为捷克的非银行放债人开始营运。到目前为止，捷信集团的业务范围包括中国、俄

罗斯、南亚及东南亚、中东欧等，其中，在俄罗斯等国家，捷信集团拥有银行牌照，

其有些区域则是消费金融牌照。中国是捷信的主要市场。

去年7月，捷信集团在港交所披露了招股书。招股书显示，截至2019年3月末，捷信集

团客户贷款总额达到209.05亿欧元，中国占比超过6成。去年11月，捷信集团撤销了原

本在港交所上市的计划。

然而同年11月，捷信集团宣布，集团决定撤销香港上市计划，公司资本充足，不需要

通过上市募集15亿美元资金来保持在各地市场的业务增长。投资者认为公司的估值过

高。中国经济增值放缓和疫情带来的消费金融需求降低进一步加深了捷信集团的困境。

目前，凯纳尔的资产估值约为100亿美元（约合2420亿克朗）。在今年的东欧财富榜中

（不包含俄罗斯），凯纳尔属于所有富人中资产贬值最快的一位。

捷信集团公关总监米兰·托马内克（Milan Tománek）表示：“不幸的是，新冠疫情的确

对捷信的业务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之前就猜测其对捷信带来的影

响，这是不准确的。”

凯纳尔于1964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毕业于布拉格经济大学，在天鹅绒革命

发生之后，曾任办公室设备公司的销售。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发生从社会主义向

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凭证私有化”（Voucher Privatization），

公民可以廉价地购买任何国有公司股份的凭证，大量国有资产落入私人手中。当时的

凯纳尔也利用了这一机遇。1991年，他成立投资基金PPF（První privatizační fond， “第

一私有化基金”），与外部投资者一道，他获得了200多家国有资产的股份，当时票面

价值高达50亿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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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PPF集团主要致力于金融、电信、生物科技、房地产和制造业。凯纳尔个人拥有

集团约99%的股份。于1997年成立的捷信公司是中东欧消费信贷的领头羊。2007年，捷

信集团开始开拓中国市场。根据招股书，捷信集团主要在消费者信贷覆盖率薄弱、然

而贷款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上涨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捷信集团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中国领先的全外资消费金融供应商。除中国外，

捷信在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都有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称，今年中国对短期消费信贷的需求正在下降。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

业务主管合伙人张立钧对此表示：“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制定旅行计划，对

奢侈品和汽车的消费欲望也降低了。这些因素都间接造成了消费信贷业务的下滑。”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愈发严格的监管政策就已经遇见消费信贷的需求 下滑。就

捷信集团而言，去年的降息政策导致对消费信贷的重新评估以及手续费收入的减少。

尽管捷信集团去年在中国市场的营业额增长了9.5%达到120亿欧元（约合3220亿克朗），

但中国降息政策带来的损失仍是巨大的。

“捷信来自中东欧，最清楚经济发展的状况，他们来到中国是有备而来的，知道其客户

的需求并准备了不同的业务套餐，比如通过消费信贷购买手机。” 张立均相信，捷信集

团会很快恢复在中国的业务。



捷政府愿为智翼航空提供9亿贷
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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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政府表示，愿意为智翼航空提供5亿至9亿克朗的贷款担保，协助其度过因新冠受

疫情影响带来的危机。政府开出的条件是将航司名字改为捷克航空（ČSA）并保持

2500名员工。



与泽曼总统及其专家团队开完会议后，工贸部长卡雷尔·哈弗利切克（Karel Havlíček）

宣布，捷克航空股东准备向智翼航空投资16亿克朗。他表示，智翼航空需要20亿至22

亿克朗来弥补新冠疫情造成的航司损失。“现阶段，我们讨论的是贷款担保的金额，应

该在5亿至9亿克朗之间。我个人偏向8亿克朗的担保，”哈弗利切克还称，“提供担保的

条件包括与所有者达成协议，包括政府在公司债权人委员会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暂定向

股东支付利息长达十年。”

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现阶段的方案也受到泽曼总统的肯定。“但一切尚未做出定论。”

工贸部长表示。下周，该方案会在议会中的交通委员会进行评估。“如果我们能达成广

泛的协议，我会非常高兴。”工贸部长称，一同参会的还有银行债权人。

有关政府对智翼航空援助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周。包括总理巴比什在内的政府代表愿

意向智翼航空提供援助，因为这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资产。但是财政部长Alena

Schillerová对此并不认同，她表示，如果对智翼航空采取该措施，那么对其他公司也应

该一视同仁。反对党的代表也提出了一些反对声音。来自海盗党的议会预算委员会副

会长Mikuláš Ferjenčík表示： “为什么捷克政府需要帮助这么一家一半股东都是外国人的

公司，且不说其很多股东都在避税天堂避税享受。”

哈弗利切克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欧洲政府都在援助自己国家的航空公司。“我

们与很多旅行社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一直都呼吁让捷克航空成为捷克的主要名片，

但主要是作为承运商。”他还表示，让捷克航空负责地方机场的运营，比如布尔诺和奥

斯特拉发的机场。

“我们还想与捷克的主次级供应商保持良好关系，主要是服务领域的供应商。”哈弗利

切克称。媒体最近指出，2017年，哈滕贝格基金（Hartenberg）从总理巴比什的信托

基金手中买下了智翼航空进行飞机维修的Avia Prime的一半资股份。

智翼航空隶属于Unimex集团。捷克商人希里·西曼(Jiri Simane)及其合伙人持有50.1%的股

份，中国投资集团中信持有49.9%的股份。上周，智翼航空表示，他们对政府资金注入

公司没有兴趣，但是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的贷款，或用于17亿至20亿贷款的担保。六月

初，智翼航空在捷克的几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称与数十家其他国家的航空公

司不同，智翼航空没有得到捷克政府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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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税截止日期延长到8月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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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长Alena Schillerová表示，可以在8月18日之前提

交去年的纳税申报表，而不会收到罚款。此前，受新冠疫情影响，财政部已经把报税

期限延长到7月1日。



原本的报税日期是4月1日。对于那些有会计师和审计要求的公司，报税期限延长到6月

1日。财政部此前发布通知，报税日期不会更改，但是免除了过了上述期限报税而产生

的滞纳金。如果纳税人在8月18日以后提交纳税申报表，税务机关则会从4月1日起计算

滞纳金。

捷克政府提出的“解放方案III”（liberační balíček III）进一步将免费提供防护设备的增值

税减免期限延长至2020年7月31日。它还将提交纳税申报表和支付房地产购置税的义务

推迟到2020年12月31日。同时，在税务机关允许因新冠疫情导致的报税延迟情况下，

所有在“紧急状态”至2020年12月31日产生的税务利息都将免除。

“推迟支付房地产购置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因为就其废除已经达成了广泛的政治

共识。但是，由于标准立法程序的时间长，有些房地产购买者有可能必须先缴纳房地

产购置税，在法律生效后，税务机关再将其退还。我们尽量争取避免这类不必要的行

政事务产生，直接将税款留给纳税者。”财政部长表示。在以前的一揽子计划中，房地

产购置税的支付实际上已推迟到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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ČEZ负责核电项目的子公司开
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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ČEZ新闻发言人Ladislav Kříž在发布会上表示，名为 “杜科瓦尼电站II号”（EDU II）的ČEZ

子公司于6月1日起开始全面运作。EDU II成立于2015年，ČEZ已经向其输送大部分负责

核电项目的员工。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捷克政府会向建设杜科瓦尼核电站的公司提

供建设贷款。



“6月初，EDU II共有80名员工，都是捷克乃至世界各领域的专家，包括工程项目管理专

家、核安全专家、招标流程专家等。这不是员工部署上的突然变化，已经有一批员工

在项目上开始工作了，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工作没有发生改变，并与来自总部的员工

密切合作。”EDU II总经理Petr Závodský称。

ČEZ表示，EDU II必须制定招标流程，获取建筑许可、区域决定（确定建筑类型、环境

影响等）以及其他必须的文件，同时还要准备施工现场。

“我们会严格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办事。虽然我们是国有资产，但同时也是一家独立

的公司，拥有所有必需的能力和工具来完成杜科瓦尼核电站的准备和建设工作。ČEZ

仍负有全部责任，但是如果国家将来接管该项目，它将接收到所有的专业人员和功能

全面的公司，而不是一个空壳公司。” ČEZ总经理Daniel Beneš称。

ČEZ支付30%

除了杜科瓦尼电站II号，ČEZ 还在多年前成立了另一家公司：泰梅林电站II号。该公司

主要负责在南捷克州泰梅林地区的第二个核电站项目。尽管ČEZ 对两家企业都是100%

控股，但是ČEZ 把主要精力放在位于维索基纳州和南莫拉维亚州的杜科瓦尼项目上。

“杜科瓦尼现有的核电站还能坚持25年左右，25年之后我们要淘汰掉最早的一批核电机

组，我们必须解决随之产生的煤炭短缺的情况，同时减少一氧化碳排放，提供充足可

靠的能源，于是，杜科瓦尼核电站应运而生。” ČEZ董事会成员、核能部门经理Bohdan

Zronek称。

5月28日，工贸部长Karel Havlíček表示，政府与ČEZ之间关于建设杜科瓦尼新机组的三

项协议中的两项协议将于6月底签署，包括框架协议和执行协议。新核电机组的供应商

模型将是所谓的交钥匙工程（Turn-key project），这将确保项目分包商的可能性。

ČEZ总经理Daniel Beneš在那次会议上称，政府应为建筑融资贡献约70％，剩余30％由

ČEZ支付。据他介绍，按目前估价计算，该核电机组的建造费用预计约为60亿欧元

（约合1,620亿克朗）。然而，杜科瓦尼核电项目的融资方式尚不清楚，具体的措施还

要等到数月以后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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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2.6亿美元投资捷克游戏开
发商Bohemia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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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继续扩大游戏王国版图。据The Information报道，知情人士称，腾讯已投资捷克

游戏开发商Bohemia Interactive约价值2.6亿美元，占后者60%-70%的股份。Bohemia 

Interactive为军事游戏《武装突袭》和沙盒游戏《艾兰岛》的开发商，《艾兰岛》在中

国市场由腾讯宣布代理。腾讯和捷克游戏开发商都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该项投资是腾讯在欧洲游戏行业的最新一笔投资。受新冠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打游戏来度过在家的时间，这使游戏产业发展迅猛。腾讯游戏领域2020年第一季度

的收入增长了31%。

据《信息报》报道，在中国媒体监管机构重组之后，腾讯在游戏行业的海外收购意义

重大。监管机构的重组导致游戏的发行审批变得十分漫长，尤其是那些借鉴外国游戏

而发行的游戏，这曾一度让腾讯的收入下跌。今年一月，腾讯投资1，4亿美元收购挪

威游戏开放商Funcom，并收购德国游戏工作室Yager的部分股份。腾讯在欧洲并购的

最大手笔当属2016年与其他合作伙伴斥资86亿美元联合收购位于芬兰的手机游戏开放

商Supercell。

捷克游戏开发商Bohemia Interactive由Marek Španěl和Ondřej Španěl两兄弟共同建立。

2001年，工作室发行了《闪点行动》（Operation Flashpoint），这是一款模拟苏联和

西方间战争冲突的的游戏，向玩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互动。近期名声大噪的《武

装突袭》（ArmA）和前年发行的《僵尸末日》（DayZ）都是以此为故事背景进行开发。

仍是独立工作室

然而Bohemia Interactive否定了媒体的报道。Bohemia Interactive表示，腾讯公司并未收

购其资产，双方此前进行洽谈，希望在未来有望合作。“有关腾讯入股或收购Bohemia

Interactive的新闻都是毫无根据的。但Bohemia Interactive与腾讯协商过在未来有可能实

现的战略合作。”这家捷克游戏公司表示，在当前这个节点上，任何改变都尚未发生，

Bohemia Interactive仍是一家独立的游戏工作室。

游戏《闪点行动》是一款由Bohemia Interactive Simulations开发的策略模拟游戏，这家

游戏公司的大部分股份7年前由Marek Španěl以数亿克朗的价格出售给私募基金

Riserside。Bohemia Interactive Simulations负责人Petr Mácha表示，Bohemia Interactive

Simulations和Bohemia Interactive除了名字有共同之处，两者的组织架构是完全分离的。

捷克网站Lupa.cz表示，Bohemia Interactive游戏工作室去年售出游戏450万份，并将其

业务扩展到全球，获得了约15亿克朗的收入。 2018年，该公司的销售额超过4.9亿克朗，

利润为7120万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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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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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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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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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Fahua.xu@pwc.com

普华永道秉承“解决重要问题，营造社会诚信”的企业使命。我们各成员机构组成的网络遍及158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23.6万名员工，致力于在
审计、咨询及税务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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