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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致辞

　　2017年，中德共同庆祝建交45周年。五月底，
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并进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与
默克尔总理为拓展和充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合作
指明方向，见证签署了多份政府间和商业合作协
议。七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
席�G20�汉堡峰会，两国领导人共同发出了推动全球
化，倡导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的积极信号。中德在多边领域携手合作，延伸了
务实合作的内涵，引领中德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7年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据德方统计，2017年
中德双边贸易额1866亿欧元，同比增长9.8�%，占
德国同期对外贸易总额的8.1�%。德国已连续43年
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德双边贸易
额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一。

　　中德投资合作继续呈现双车道态势。德国是
欧盟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占欧盟对华投资的四分
之一。据中方统计，截至2017年底，德国在华非金
融类投资实际使用金额297.2亿美元，仅2017年，
新增项目数387个，实际使用金额15.4亿美元；中
国企业赴德投资并购较为活跃，2016年，中国对德
投资流量占对欧盟投资流量的四成。2017年，中国
企业对德非金融类实际投资22.8亿美元，较上年有
所减少。截至2017年底，对德累计投资101.2亿美
元。德国对华投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合
作领域深入广泛，中国的巨大市场、不断开拓的行
业前景和日益提升的消费潜力，给德国企业带来了
无限商机。中国成为德国汽车、机械制造、化工、
精密仪器、新能源等行业最重要的盈利增长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大使致辞

　　中德创新合作和地方合作大有可为。李克强总
理在柏林“中德共塑创新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出，
中德要做创新合作的“黄金搭档”，合力推动工业
4.0和中国制造2025协同发展，实现双赢；地方务
实合作日益显现活力，北威州、巴伐利亚州、汉堡
市等与中国很多省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带
动当地中小企业寻找商机。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新的合作机遇。2017
年，德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兴趣和积极性
明显上升，双方正积极探索在基建、环保、金融等
领域开展双边以及第三方合作的方式，这将为两国
企业打造全新舞台，开创新的发展空间。

　　同时，双方在合作中也存在一些分歧和摩擦。
如何看待中国对德投资是其中一个热点。尽管中国
企业对德投资起步未久，总量仅占德对华投资的
十分之一，但德方部分人士疑虑明显上升。2017年�
7月，德国政府通过《对外经济条例》修正案，强
化了对外资并购德国企业的审查，同时在欧盟层面
推动加大对外资审查力度。这是发出保护主义的错
误信号。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发展对德国意味着
更多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中国企业在
德国经济中起到了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作用。据德国
商报、普华永道和毕马威等媒体和机构的多项调
查显示，中国投资者尊重德方合作伙伴、重视长期
经营规划和持续投资，尽量保持工作岗位，德国管
理层对中方伙伴的满意度很高。我希望，德方要实
事求是，全面并客观理性地看待双边经贸关系的新
发展和新问题，共同维护中德经贸关系健康平衡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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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中德合作前景信心依旧。2017年中国经
济增长6.9�%，整体经济稳中求进，好于预期，依
然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共产党19
大确定了中国今后发展方向和目标，在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的进程中，中国会越来越开放。国务院
去年颁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新规
定，金融、服务和制造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门槛
大为降低。今后还将陆续出台更多扩大开放的具体
举措，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可持续和共赢发
展。

　　祝愿中德关系在过去45年的基础上，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开辟新纪元！

　　史明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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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致辞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德中关系近年来发展良好。这一关系是基于
两国政府、企业和公民间多姿多彩和充满信任的交
往。

　　去年，我们在短短的几周内先后迎来了习近平
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对德国的访问。德中关系不仅在
政治层面上，也在社会层面上取得了良好发展。在
北京举办的“德国8”展览囊括了德国20世纪50年
代至今55位著名艺术家的近320组作品，吸引了75
万参观者。去年，两国还召开了中德高级别人文交
流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和国
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共同主持了会议。此外，德国作
为留学目的地，日益受到中国学生的青睐。越来越
多的中国民众也来到德国旅游。

　　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构成了德中关系的特征。
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德国则是中国在
欧洲最大的出口市场。此外，中国在德投资逐渐增
加，也是两国经济相互交织日益密切的印证。中国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重视利用德国技术，特
别是在工业4.0领域的技术。

　　中国企业受益于德国市场的开放性，因为德国
市场为外国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与本地企业相同的条
件。而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市场方面的进展却低于人
们的预期。指令性干预和不明确的框架条件令许多
德国企业感到不安。

　　然而，只有双方利益对等、平等相待，伙伴关
系才能取得长久成功。计划于今年举行的政府磋商
将寻求克服现存挑战的共同解决方案，继续探索深
化双边关系的新机遇。

　　因此我坚信，2018年德中关系将继续书写新的
成功篇章。

　　柯慕贤 | Michael Clau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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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联合会会员们、朋友们:

　　近来有很多关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中公平问
题的讨论。美国总统是现有国际贸易协定的主要批
评者之一，他认为现存若干协议不公平，保护国内
经济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多数英国选民
决定离开欧盟，很可能也是基于对其比较优势的个
人自信。复辟的局部保护主义思想正在蔓延。

　　中国及欧盟对此表示反对：一年前，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
发表主旨演讲，呼吁自由贸易，给海内外企业家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人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在全
球市场上活跃的生产企业和贸易商需要无障碍的商
业环境。这对于中国和德国这样的出口大国尤其重
要。两国的共同目标是：在积极发展各自经济的同
时，推动共同富裕，这也是各国进一步发展繁荣的
前提条件。

　　而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各国经济
的共同繁荣起到的作用依然微弱，疑虑尚存。尤其
是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通过诸如“一带一路”等鲜
明的战略决策得到彰显，其对于非洲等未来市场的

积极开拓以及对于欧洲技术先驱的有目标地收购不
时引起人们的担忧。但在国际市场上，恐惧感不是
一个好的风向标。对投资进行限制或为投资和贸易
设置的非关税壁垒都是无益的。

　　亚欧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很多方面产生影响，同
等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会促进其共同发展。
自古以来，专利保护在市场经济中就是有时间限制
的，知识只有通过频繁的交流才能增长，而不是通
过最大程度的保护。总之，为了能在对方的市场中
取得成功，德中企业需要有真才实学。

　　二月，中国的戊戌狗年伊始。遵循中国的传
统，狗年寓意详实的计划、忠诚、纪律和可靠性。
德中经济联合会将在本年度尽其所能，继续支持德
中会员及合作伙伴，为双方企业的发展提供并传达
信息、资讯和服务。

　　卢克斯
　　德中经济联合会理事长

　　安德雷亚斯·施密茨
　　德中经济联合会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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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经济联合会概况及2017年回顾
宗旨、组织结构、人员及活动

概况
　　1987年，德中经济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
会”）由莱茵-鲁尔地区的企业发起成立。2017年，
联合会迎来了三十周年庆典。三十年来，联合会一
直致力于促进德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组织专业人
士、管理者、企业及机构之间的交流活动。如今，
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为全德范围内致力于促进德中经
济关系的领先协会。

　　作为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联合会协助德中两
国企业相互了解对方的经济和文化特点，助力其在
对方国家的业务发展。按照章程，联合会致力于促
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经济领域的教育、科学和研究，
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借助联合会的平台，联合会会员及合作伙伴真
诚、开放地进行经验和信息交流。通过联合会的各
类活动，参会者不仅可以了解到宏观经济的最新发
展，同时也可就商务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
法。此外，联合会的各种出版物为会员及合作伙伴
们定期更新双边市场信息。

组织结构及人员
会员

　　为适应德中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联合会在近
几年大幅扩大了自身的工作范围。十年前的联合会
主要由德国企业和机构组成。近年来，联合会已逐
步建立起了双边网络。在目前的约420家会员企业

中，中国企业会员占到了15 %�。同时，德文和中文
的实名邮件可以辐射到超过28 000名收件人，其中
有三分之二是德国企业和机构的联系人。联合会的
主要工作范围由会员通过会员大会选举决定。

理事会

　　联合会理事会负责掌控联合会发展的战略方
向，确定中期工作重点，并在需要时就德中经济关
系问题代表会员公开发表意见和观点。义务为会员
服务的理事会成员是来自不同行业、具有多年中国
业务经验的企业家或经理人。

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负责就联合会的业务发展、战略方
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协调联合会与政界以及其他经
济组织的关系。顾问委员会委员由理事会任命，他
们来自经济界、学术界和政界，重视促进德中投资
和贸易关系的发展。

形象大使和驻华代表

　　德中经济联合会的形象大使和驻华代表面向政
府部门、媒体和公众，代表联合会的形象和意见。

　　联合会的形象大使是中国区域研究学者、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冠军、2012年伦敦
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亚军——布丽塔·海德曼
（Britta�Heidemann）。

　　联合会驻华代表是杨清元先生。他曾作为外交
官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商参处先后工作近20年，

王茜

德中经济联合会概况及2017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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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专业发言人为托马斯・卡皮茨先生（Thomas 
Kapitza，卡皮茨鉴定办公室）。

办事处

　　联合会的办事处位于科隆，负责联合会的日常
运营并协调联合会的各项活动。会员年费和经营活
动的收入用来支持联合会的运营。办事处的专业工
作人员积极履行非盈利性协会的职责，为问询者提
供有关德中经济关系的基础信息，回答一般性问
题，并为帮助建立双边联系进行个别会谈。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包括：策划并组织会员活
动、出版联合会的刊物、撰写文章和新闻稿、就德
中经济主题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同时，办事处协
调和发展联合会与两国会员、机构、使领馆、其他
协会和商会的关系。除此之外，办事处还负责支持
联合会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地区分会、形象大使
与驻华代表的工作。

联合会子公司 D C W GmbH

　　联合会子公司协助联合会为会员提供切实有
效的支持：在子公司提供的德中经济合作平台 
DeZhong.de上，德中两国企业可发布合作意向，
寻找合作伙伴，遇到专业性的实际问题时，如法
律、税务、营销和物流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会员可
通过联合会子公司牵线搭桥，求助于其他会员中相
应领域的专家。

　　此外，联合会子公司承接联合会活动赞助、网站
管理和维护、刊物出版和广告征集等工作。此外，子
公司在各类国际专业展会上组织联合展区、在联合会
大型研讨会上组织企业展示区，从而为联合会会员和
合作伙伴提供更广泛的、有效的宣传平台。

　　为促进德中两国企业间的经验交流，联合会子
公司还定期安排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参观德国企业，
便于中国企业家了解和学习德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
企业管理模式。此外，子公司还不定期举办有行业
针对性的企业合作对接会。

　　更多内容请参见：www.dcw-ev.de/services 

随后又作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德国首席代
表工作了近七年。他在促进德中两国经贸关系发
展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人脉。2014
年，杨先生被任命为联合会驻华代表，义务支持联
合会在中国的工作，以加强联合会与中国的联系。

地区分会

　　联合会在德国各大经济中心设立了地区分会，
各分会会长是该地区会员和企业在联合会的第一联
系人，义务为联合会工作。他们就所在地区的实际
情况，为联合会的工作内容及方法献计献策。各地
区分会定期举办专业论坛、研讨会及讲座谈会，邀
请商界、学术界、相关协会和组织的专家参与，为
会员及合作伙伴提供经验交流的平台。2017年，联
合会在德国以莱比锡/哈雷为中心新成立了德国中
部地区分会；在中国，三个地区分会也相继成立：
北京、江苏以及广东。 

　　联合会欢迎马库斯・柯普（Markus Kopp）先 
生（中部德国机场股份公司）与洪钢先生（纷 
美包装有限公司）出任新成立的德国中部地区分会
会长；欢迎王佳维先生（罗德律师事务所）出任巴
符州地区分会副会长，孔嘉明博士（Dr. Benjamin 
Kroymann, E.M.L.E., 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出任柏
林－勃兰登堡地区分会副会长。

　　在中国地区，联合会欢迎戚臣刚先生（北京展
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任北京地区代表；欢迎刘
红月先生（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出任江苏省代
表；欢迎王卫阅先生（深圳铜锣湾红街虹桥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与贺励平（Peter Helis）先生（佛
山市贺励仕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出任广东省代表。

专业发言人

　　在德中经济关系框架下，特定专业领域的专家可
被任命为联合会的专业发言人。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
域中义务为联合会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参与相关活动
的组织工作和接受媒体采访等。对于会员、业内人士
和媒体，他们是该专业领域的第一联系人。

　　联合会环境科技专业发言人为鲁博龙先生
（Bruno Rudnik，Sustech Consult）。联合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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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经济研究所

　　德中经济研究所是德中
经济联合会的下属研究机
构，致力于研究全球背景下
的德中经济关系。研究所不
仅对中国国民经济进行宏观
分析，而且还特别关注德中
双边投资的发展。其中，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
对德国的投资是重点研究课题。

　　德中经济研究所提供可靠的资讯和客观的分
析，通过与科研机构、公众、政界和商界之间
的国际对话开展工作。研究所定期发布邮件快
报“China� Economic� Bulletin”，2017年德国联邦
总理奖学金访问学者唐澈在研究所对在德并购的中
资企业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并发表了五篇连载文
章《新闻背后的故事：并购后，中国买家对德国标
的公司的影响》。此外，研究所还为联合会会员设
立线上图书馆，提供丰富学术报告。

　　更多内容请参见：www.gcber.org�

合作伙伴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

　　德中经济委员会是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贸促会”）在德
国的官方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贸促会在全球设有18个驻外代表处，在中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22个工业协会，50
家地方分会，拥有近11万家会员企业，是中国促进
对外贸易的最大机构之一，也是联合会在中国最可
信的合作伙伴。这项合作为联合会会员开辟了与中
国广泛合作的可能性。

　　1988年起，中国贸促会同时使用中国国际商会
的名称，并于1995年牵头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

员会。2005年，中国国际商会成为贸促会主管的国
家商会。

欧盟中国贸易协会——联系欧洲

　　德中经济
联合会是欧盟
中国贸易协会��
（EUCBA）（以
下简称“欧中贸协”）的德国成员。欧中贸协是
一个欧洲范围内的非盈利性商业组织的联盟，支
持欧中经贸关系的发展。

　　目前，欧中贸协有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机构
成员，并有超过20�000家大中小型会员企业，涉及
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在与中国企业
和机构的合作方面，这些成员机构在各自国家都
处于领先地位。

　　欧中贸协在与中国的商务关系中代表其成员
机构的利益，为欧盟委员会有关中国经贸问题
献计献策。它维护和发展与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关
系，并与中国欧盟商会有紧密合作。联合会会员
也可参加所有欧中贸协的活动。欧中贸协发表的
简报都刊登在德中经济联合会的网站上。

出版物

《德国电报》—— 
为中资企业提供的简报

　　《德国电报》2011年创
刊，自2014年起以中文电子
月刊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德国电报》为有计划在德
国或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
以及已经落户欧洲的中资企
业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
《德国电报》的出版语言为
中文，它包括宏观经济新
闻、法律关税、行业新闻、
德企经济合作意向、活动资

德中经济联合会概况及2017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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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和联合会动态几个板块。另外，每期《德国电
报》会介绍一家中资企业会员。《德国电报》收录
的新闻原始出处会在网上会员专区公布。

　　电子简报可通过以下邮箱免费订阅：
deutschland-telegramm@dcw-ev.de�

《中国电报》—— 
为德国企业出版的杂志

　　《中国电报》是科隆工
商会与德中经济联合会共同
出版的德文刊物，并受到德
国工商总会的大力支持。自
1987年创刊以来，《中国电
报》每两月出版一期，为读
者提供有关中国的市场资讯
及活动信息。杂志分为宏观
经济与金融、法律与关税、
行业市场信息、活动信息、
联合会新闻等几大板块，联合会的新项目和新会员
也会在出版物中有所介绍。

　　联合会会员可免费得到印刷版的《中国电报》，�
电子版通过以下邮箱免费订阅：
china-telegramm@dcw-ev.de�

活动

联合会的讲座、专题讨论会及展会活动

　　2017年，联合会在全德范围内共组织了约50场
活动。除了依照传统为德国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的座
谈会和研讨会外，联合会还为在德中资企业策划并
组织了中文活动。此外，联合会也举办了让德中两
国企业直接对接或建立联系的活动。

双边活动亮点

　　德中经济联合会的年度盛会——“德中经济合
作研讨会”是两国企业广泛交流的平台。2017年，
值德中经济联合会成立30周年之际，研讨会受邀在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此次大会以“数字化”以
及“未来产业”为主题，分会场主题涉及数字化营
销、电子商务、中德两国市场机遇以及并购，吸引
了来自德中两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300名与会
者。研讨会前夜，德中经济联合会还与会员一同在
波茨坦广场庆祝了30岁生日。

　　2017年，联合会继续与汉堡港合作，举办了一
年一度的专业性论坛“德中物流研讨会”。研讨会
上，与会者和演讲嘉宾就德中贸易及物流产业领域
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2018年德中物流研讨会计
划将于六月在杜伊斯堡举行。

　　此外，全德范围内受到广泛好评的还包括各
类展会上的活动，如2017年的�CeBIT 电子消费展和
2017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在汉诺威工博会上，联合
会组织会员企业设立“与华经商”联合展区。2018
年，联合会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各类展会。

　　为中国代表团组织的推介会、对接会和企业参
观是德中两国企业建立直接联系的良好平台。2017
年，联合会为南京、云南、广西、江西、宁波和重
庆等代表团组织了推介会、对接会和企业参观。

　　联合会在中国举办的活动亦遵循这一宗旨，为
两国企业搭好桥梁。2017年年初，联合会与深圳市
人民政府合作，举办了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第一
届国际赛慕尼黑分站赛，招募欧洲范围内的高科技
人才、初创企业参赛。获胜选手在联合会的陪同下
到深圳参加了全球决赛。来自欧洲的创新团队在全
球决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另外，联合会还组织了到中国济南参加“2017
中国自动化大会暨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大会”的欧洲
企业代表团。在几天的会期中，代表团成员有机会
参观当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园区并与中国企业进行
对接、与省政府高层代表见面。

德语活动

　　过去一年，联合会为德国企业和对中国感兴趣
的各界人士在各分会举办了丰富的德语讲座，主题

Andreas Schmitz, Beiratspräsident der DCW, eröffnet feierlich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Wirtschaftstag (DCWT) 2017 in Berlin

Veranstaltungen

26.01.2018, Köln

Erfolgreich Kommuni-
zieren mit chinesischen 
Geschäftspartnern

05.02.2018, Frankfurt a. M.,
06.02.2018, Düsseldorf,
07.02.2018, Mün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m Jahr des Hundes: 
Investitionsbedingungen 
und rechtliches Update

11.04.2018, Stuttgart,
12.04.2018, Köln

DCW-Fachseminar:  
China Sourcing

23.–27.04.2018, Hannover

International Joint Booth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auf der  
HANNOVER MESSE 2018

27./28.04.2018, Köln

Chinese Talent Days

06 | 2017
30. Jahrgang · www.china-telegramm.de 

China-Telegramm | 中 国 电 报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n deutschen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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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中国市场的新动向，如电子商务、社交媒体、
数据保护、网络安全、投资环境、专利以及其他法
律、税务上的更新。除此之外，联合会还专门为有
中国业务的德国实业企业举办了经验交流会。

　　与往常一样，全年活动亮点之一无疑是与杜塞
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共同举办的“中国主题演讲”。�
按照惯例，受邀嘉宾为经济界或政界的领军人
物。2017年，拜耳股份公司董事�Johannes� Dietsch
先生在活动上与参会者分享了这家化工企业在华经
营的经验。今年的“中国主题演讲”请到的嘉宾是
凯傲集团的董事长�Gordon�Riske�先生，他将讲述凯
傲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分享与中国投资者潍
柴动力合作的经验。

中文活动

　　为了支持有意在德进行商业活动的中国企业
及机构，联合会近几年多次为中资企业举办讲座
活动。2017年9月，联合会与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和
索林根市经济促进局合作，举办了“在德国成立公
司”研讨会。

　　为了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德国的商业氛
围，2015年秋天开始，联合会为中资企业组织两个
系列活动。在北威州中资企业协会和科隆工商会的
支持下，德中经济联合会与北威州投资促进署、杜
塞尔多夫中国事务中心及杜塞尔多夫工商会共同举
办“在德经商”系列讲座。在科隆工商会的支持
下，另一个以跨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在德中国经理
人培训”也得以成功举行。这两个系列活动在2017
年总共举行了七场，主题涉及展会知识产权、总经
理的权利与法律责任、人力资源、跨境电商、转让
定价、销售策略、并购整合等。

　　由德中经济联合会及其子公司举办的活动总表
请见：www.dcw-ev.de/zh/huodong 

网上服务

会员专区:  www.dcw-ev.de/zh

　　联合会网站为中文、德文和英文三个版本。联合
会网站发布关于联合会、各地区分会、合作伙伴、出
版刊物、活动、报告、服务及媒体报道等最新动态。
在会员独享专区内，会员可查看并下载联合会的所有
出版物、活动资料、会员目录及合同样本。

　　2017年，网上会员专区开设了“会员互动”板
块，以便会员之间分享活动信息。另外，德中经济
研究所还为联合会会员设立线上图书馆，提供丰富
学术报告。

德中经济合作平台:  DeZhong.de/zh

　　企业合作对接模块: 为便于德中两国实业企业
和贸易公司寻找合作伙伴，联合会子公司�D C W 
GmbH 建立了网上对接平台：DeZhong.de 。企业
和机构可以借助该平台寻找对方国家的销售、采购
及战略合作伙伴。

　　地区投资推介模块: 通过“德中投资推介平
台”，企业可以了解两国投资地的区位优势，发掘
适合的投资地区。

　　服务对接模块:  在“德中服务门户”，德中企
业可为其发展国际业务的需要寻找各个领域的专业
服务供应商。

　　双向职位招聘模块：在新开设的“德中就业门
户”网站，企业和个人可发布招聘和求职信息。

社交平台:  领英

　　联合会借助领英平台，为各界人士提供关于
德中两国的经济新闻、联合会活动的邀请函、报
告和联合会的出版物信息。欢迎各位会员及合作伙
伴关注联合会领英账号，获取即时信息、扩大社交
网络、积极交流经验：www.linkedin.com/company/
deutsch-chinesische-wirtschaftsvereinigung�■

德中经济联合会概况及2017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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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雷亚斯・施密茨
Andreas Schmitz

顾问委员会主席 

德国汇丰银行监事会主席

�

李宁雅 教授
Prof. Dr. Ulrich Lehner

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

德国汉高公司股东委员会委员

�

冯贝格
Hans Henning von Berg

德中经济联合会名誉董事长

�

马蒂亚斯・克劳森
Matthias Claussen

美最时洋行执行董事总经理

�

海因里希・戴希曼
Heinrich Deichmann

戴希曼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

维纳・董谢特
Werner M. Dornscheidt

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

辜学武 教授
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院长

顾问委员会

�

卢克斯
Harald Lux

理事长

�

吴毅
副理事长

德国励德有限公司

�

贺可乐  
Alexander Hoeckle

主管网络、人才

科隆工商会

�

林武福
Wulf Linzenich

主管财务、稽核 

德国汇丰银行

�

慕冠达
Guido Molsner

主管活动 

科隆 GMMCC

人员名单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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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海峰
宝世达集团（瑞士）金属股份公司 
总经理

�

施明贤 博士 
Dr. Michael Schaefer

宝马匡特基金会董事长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前任大使

�

施寒微 教授
Prof. Dr. Helwig Schmidt-Glintzer

图宾根大学中国中心院长
埃里希・宝隆学院院长

�

奚伟德 教授
Prof. Dr. Hans-Wolf Sievert

奚伟德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

�

孙少军 博士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

吴和乐 博士
Dr. Marc Wucherer

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董事

�

托马斯・卡皮茨
Thomas Kapitza

健康经济专业发言人

Sachverständigenbüro Kapitza

�

鲁博龙
Bruno Rudnik

环境科技专业发言人 

SusTech Consult

DCW 专业发言人

形象大使

�

布丽塔・海德曼
Britta Heidemann

形象大使

�

杨清元
驻华代表

德中经济联合会概况及2017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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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符州地区分会

�

施马丁
Martin Schürmann

会长 

Kloeckner DESMA
Elastomertechnik GmbH

�

王佳维
副会长 

罗德律师事务所

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分会

�

温凯迪
Kirstin Wenk

会长 

德国勃兰登堡经济发展局

�

孔嘉明 博士 
Dr. Benjamin Kroymann, E.M.L.E.

副会长 

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

德国中部地区分会

�

马库斯・柯普 
Markus Kopp

会长 

中部德国机场股份公司

�

洪钢
副会长 

纷美包装有限公司

北巴伐利亚地区分会

�

夏浩荣 博士
Dr. Horst Schaffer

会长 

Schaffer & Partner GdbR

�

罗亚辉
副会长

Der Weg Consulting

�

阿明・西格特
Armin Siegert

副会长 

纽伦堡中法兰根地区工商会

北德地区分会

�

倪尔思 博士
Dr. Nils Krause

会长 

DLA Piper

�

高森
副会长

Heuking Kühn Lüer Wojtek

�

李学平
副会长 

岱美欧洲股份有限公司

DCW 地区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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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地区分会

�

徐凯文 博士
Dr. Clemens Schütte

会长 

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有限公司

�

范德伦
Dirk van der Coelen

副会长

�

徐珏
副会长 

乌玛格纺织机械有限两合公司 

莱茵－美茵地区分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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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钢董事长访问录

德国工匠遇上中国师傅
如何有效进行绿地投资后的企业管理

　　纷美包装成立于2003年，短短十几年，它已完
成了香港上市、海外投资等重要战略布局，快速成
长为全球第三大液体食品无菌包装材料生产商，打
破了被垄断的市场格局。

　　2011年，纷美包装斥资5�000万欧元在德国东部
哈雷市建立绿地工厂，成功挺进欧洲——这个行业
竞争对手的总部所在地以及该行业重要的区域市
场。2013年，纷美再次追加3�800万欧元的投资，建
立第二条生产线。投资德国六年，纷美包装的海外

拓展脚步正在稳健扎实地向前迈进，所获成功受到
关注。2017年11月，纷美荣获“在德中资企业优秀
投资奖”之“中型（绿地）投资奖”。

　　目前，纷美包装的德国工厂聘有超过200名员
工，其中中国籍员工仅五人，德籍员工占到90�%以
上。起步成长于中国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德国实现
了成功的团队管理和文化融合？在这六年的运营
中，纷美包装又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对于投资
德国，纷美包装又会给予怎样的评价？2018年新年

纷美包装哈雷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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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始，德中经济联合会对话纷美包装创始人之一、
董事长洪钢先生，请他畅谈纷美海外发展中的点点
滴滴，与更多正在海外开辟江山和计划走出国门的
中资企业共勉。

　　德中经济联合会　纷美包装在选择投资德国
前对德国文化和德国员工的职业精神、行为操守、
人文传统和工作习惯等做了深入研究和调查。那在
实际管理中获得的感受有没有与调查结果出现大的
偏差呢？在管理德国公司团队的过程中有过什么水
土不服的经历吗？

　　洪钢　总体来讲，实践中获得的感受同前期
调研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落差。实际经营中各种鲜
活的案例帮助我们增强了现场管理经验。

　　需要首先强调的是，绿地投资建设工厂和整合
并购企业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输出了母公司的
国际化管理理念和体系来构建德国工厂的管理系
统。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管理输出的过程中，
不能将中国公司的管理体系简单直接的强加到海外

公司中。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差异和文化融合的
重要性，这是每个企业都必须上的一课。接下来我
具体谈一谈纷美包装在建厂前、投产初期及此后在
管理上遇到过的水土不服的经历。

　　作为一家绿地工厂，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从
投产之前就已开始，包括选址、专业团队的搭建等
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应对的问题。我想首先谈
谈建厂初期遇到的困难。尽管我们在德国工厂组建
了国际化的管理团队，但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还是
需要从中国输出的。如何将技术成功教授给德国工
人，实现中德国技术工人的融合，就是我们曾经面
对的重要挑战。

　　纷美建厂初期，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将一批德
国工人派往中国，由我们母公司的三十多位专业技
术工人通过翻译人员的帮助来为他们进行培训。我
们计划在中国的培训结束后，将这批中国的专业技
术工人同德国工人一同派回德国工厂，帮助建立德
国的生产管理体系。这批中国的技术工人多来自山
东的一个小县城，他们可谓匠心筑梦，努力钻研技

工作中的纷美德国工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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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他们大多英语底子差，为了能参与德国生产线
的建设，他们刻苦学习了英语。要知道在学习资源
并不丰富的县城学习外语并不容易。这一批工人对
建设德国工厂抱着很大的渴望和期待。但我们当时
大大低估了“中国师傅带德国徒弟”这种技术输出
模式的难度。签证就是第一道坎。德国驻中国大使
馆的签证官并不相信中国师傅是去德国教技术的，
反倒认为中国工人有挤占德国当地员工就业机会的
嫌疑，拒绝了大部分中国员工的签证申请。为此，
我和毕桦总裁与德国驻华大使及德国外交部分别进
行了交涉，也没能让三十多位中国工人全部顺利获
得签证。最终，只有几名中国员工得以顺利到达
德国，导致德国工厂的初期准备工作进展得非常缓
慢。谈到这一点，我必须强调，德国的确应当认识
到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互相尊重和包容
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成功。
�
　　除了初期遭遇的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困难，两
国雇员工作方法的有效整合也是我们在开始实际生
产后面临的问题。但经验告诉我们，生产管理不只

是规范和技术。中国人和德国人都是人，发挥人性
的闪光点，是实现管理成功的重要一步。我用两个
例子来说明。

　　纷美包装以及很多中国企业之所以可以在制造
业方面取得如此长足的进步和成就，同我们和许多
同仁采用的民主管理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工
程师组织每个机台的工人建立工作小组，让大家分
享生产实践中的经验和技能。但德国员工没有立即
认可我们的管理方法，显然他们认为中国企业的管
理仍然是“老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很大
程度上消除了语言障碍，通过不断的跨文化培训，
我们的管理方式也得到了德国同事的认可，中国管
理人员谦和民主的风格让也德国工人信服。这件事
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德国工人和中国工人都是质朴
正直的，管理者要充分尊重每一位工人，学会倾
听，并从他们的角度考虑，管理体系就能得以逐步
建立和渗透。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凭借在中国十几
年扎实经营的积淀，我们得以有效地将管理体系整
合到德国工厂的运营中。

纷美包装自动化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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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关于员工请病假这个问题，我也想以我
们的经历来提醒中国投资者，需做好相应准备。同
中国相比，德国工人的职业化程度高，用工成本也
高。我们在进行德国工厂的岗位编制时，冗余度相
比国内工厂要设置地低一些。假设在中国工厂的机
修岗位每一班编制两个机修工，那在德国我们编
制的就是一个。但是这样的岗位编制会有风险，如
果这一位机修工因病不能上班，我们的生产就无法
顺利进行。因为德国的劳动法对员工的保护非常全
面，如果工人生病，他可以留在家中，只需立即通
知雇主他因病无法工作，并发送相应医生开具的病
假条。在此期间（但每年不超过六周），雇主必须
支付全额工资。德国的病假数量远远高于中国。这
个在关键岗位定编偏紧的情况下，就会造成企业很
大的被动。德国法律赋予员工的权利，企业当然应
当遵守。后来我们对岗位定编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虽然运营成本会有所提高，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
了更多风险。为了加强员工的健康，我们在员工餐
厅免费提供新鲜水果，并与健康保险公司合作开展
了各种健康日活动。

　　德中经济联合会　感谢您用鲜活的事例来对
管理国际团队的实质做了一个解析。各国文化都有各
自的框架，但管理者需要认识到，人性的本质其实是
一样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好人天性中的优势，是管理
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技巧。但不同的文化在不同国
家的人身上肯定还是有非常深的烙印，并直接影响着
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您看来，德国员工和中国员
工有哪些十分明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呢？

　　洪钢　的确，在两种文化的磨合中，两国员
工思维方式的不同还是会给工厂的生产带来问题。
例如在给德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分配任务时，德国人
的反应是“为什么这样做？”，中国人问的则是“
怎么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两国人思维方式上
很大的差异。德国员工一定要先理解了事情的前后
逻辑关系，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再按照接受
操作规程全身心的投入。德国一线工人的这种“钻
研精神”的确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在中国的企业文
化中，“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多是研发人员解
决的问题。从效率最大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一
线工人能准确完成指令即可。这造成了工厂初期的

启动较为缓慢。但我们共同克服了这个困难，本着
求同存异的原则，只要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充
分尊重双方的行事方式，在互相学习中共同成长。
中国师傅也努力把各种操作流程的本质原理挖掘出
来，逐步为德国师傅解释。双方都用掌握并不娴熟
的英语来交流，的确相当辛苦。翻译人员也不是针
对此专业毕业并拥有足够行业知识的，我想这个也
会是所有中国制造业企业到德国进行生产和管理都
会遇到的大问题。

　　而谈到这个问题，我想也应该指出，德国工人
的钻研精神和探索能力其实侧面反映出了德国职业
技术教育的巨大优势。相比中国工人，德国一线技
术工人可以上升到研发岗位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德中经济联合会　哈雷工厂经过四年多的生
产和运行，中德员工间日益了解，彼此对对方的文
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纷美包装也一定在管理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才中，逐渐找到了不同群体和文化
的闪光点。在您看来，德国员工和中国员工都分别
具有哪些优点呢？

　　洪钢　在我看来，中国人虚怀若谷、耐性十
足。在同别国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怀着
谦虚的态度。这种积极正面的态度让我们拥有了包
容和乐意学习的心态。此外，中国人非常勤奋。许
多成功的中国公司都拥有一群严谨细心、踏实勤奋
的员工，在正确调动了员工积极性的情况下，整体
来讲，可以说中国员工是非常努力的员工。在德
国，我们也发现了非常勤奋的员工。他们非常严谨
细致，务实和现实。

　　德国人则一板一眼，实事求是。虽然在初期给
德国人布置任务时，会遇到德国工人谨慎和抵触的
情况，但当他们认识到事情的本质是正确的，出发
点是好的之后，就会非常配合的完成任务，并且还
会定期主动提出技术上的优化意见等，这种自发完
善细节的习惯是德国工人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的。
他们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给我们的中国工人也带来了
促进和启发。我想，中国师傅的踏实勤奋与德国师
傅对于细节优化的主动相互配合，未来会给企业带
来很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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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还想谈谈员工对企业忠诚度
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的优秀
企业中，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度是相当
高的，这是东亚文化的特质。坦白讲，
这个程度是德国员工达不到的，毕竟西
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体的发展。在这样的
社会文化背景下，我们也不能向德国人
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德国员工对于工
作抱有非常理性的态度，重视自己的职
业发展和声誉，这种理性主导的职业精
神令人印象深刻。

　　德中经济联合会　许多在德投资的
中资企业反映到，在德国招聘到优秀的
人才并不容易，尤其是中资企业对德国
人才的吸引力还有待提高。纷美包装是
如何成功搭建起两百多人的德国团队的
呢？

　　洪钢　首先，我们需要对德国的整
体经济背景做一个介绍。我们从2009年
开始考察市场，2013年德国工厂正式投
产，在此期间，德国的整体经济状况不
佳，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严重。经济环
境不好导致失业率偏高 1。在这样的整体
经济大环境下，我们作为能给当地创造
工作岗位的制造业企业，招聘员工时几
乎没有遇到困难。相反地，我们收到了
来自德国萨安州和相邻的萨克森州将近
三千份应征信，远远超过计划的119个岗
位。这也表明，我们这家来自中国的国
际化公司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相比于几年前的顺利，如今我们在
招聘一线工人上遇到了挑战。德国经济
目前呈现良好的态势，东部经济发展
迅速，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值。例如宝
马和保时捷这样的德国大企业先后扩建
了在德国东部的工厂。作为东部经济枢
纽的莱比锡（与哈雷市相邻）及附近地
区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招
聘到合适的一线工人就变得不再那么容洪钢董事长与员工一起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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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不过这个挑战是任何一家公司在周期性的经
营环境里都会面临的。我们的优势是：先进的生产
线，非常好的工作条件和国际化视野。

　　德中经济联合会　公司的生产运营不仅涉及
到内部的管理，许多中国企业也十分渴望了解同德
国官方职能部门打交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对于
德国地方政府、经济促进机构在纷美包装投资德国
一事上所做的工作和所展现的工作效率，您会给与
什么样的评价呢？

　　洪钢　在我们进行前期的考察中，同德国许
多州政府、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等有
过密切的来往。我们对德国政府的办事能力和效率
给与高度的评价。为了找到合适的投资地，德国联
邦外贸与投资署根据我们的需求，向我们提供了多
个适合的投资地。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投资非
小事，我们当然需要谨慎选择，投资署的工作人员
一直向我们提供耐心和专业的咨询。最终，我们选
择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哈雷市。为此，我们同
萨安州州长�Reiner�Haseloff�博士和其同事，以及哈
雷市的市长等当地政府领导有过非常多次的谈判和
协商。我们十分感谢他们给与的高度配合和帮助。
不得不说，德国的政商文化让我深感佩服和满意。

　　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萨安州的
诚意。Haseloff�博士是一位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政治
家，在德国东部经济并不景气、财政预算相当紧张
的时期，他主持推进哈雷市工业园区�Star�Park�的修
建和运作，吸引企业到东部投资。我们的工厂就位
于这个园区。萨安州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有吸引力
的土地成本价格，还有充沛的劳动资源和完善的配
套基础建设。我们对此心存感激。

　　德中经济联合会　您提到建厂初期遇到过中
国员工签证困难的问题，不知道这5年以来，签证
难的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德国外交部和外管局对
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支持也直接影响到企业运营管
理的效率。

　　洪钢　改善一定是有的。但作为企业家，我
仍然在期待着更多进步。就我个人而言，作为纷美

包装董事长，我目前持有的赴德商务签证期限只有
两年。我每次在申请签证时都需要详细列举在德行
程，手续复杂。对中资企业管理者提供更加简化的
赴德签证办理服务，的确是我十分期待看到的。

　　德中经济联合会　纷美投资德国七年多以
来，取得了非常多的关注和成就。作为当初的投资
决策人，纷美包装的投资成效是否达到了您的期
望？

　　洪钢　投资德国是纷美包装国际化战略中的
重要一步，目前的成效完全达到了我们的期望。虽
然在工厂运营的初期，比我们在中国的工厂经历了
较长的适应、磨合和调整，但后来的发展态势是
良好的。投产两年多以后，2015年德国工厂就已经
实现盈利。2013年5月，再次投资3�800万欧元增设
第二条生产线，投资签约仪式是在中国和德国两国
总理的见证下进行。第二条生产已经于2017年8月
正式投产，进一步扩大了产能。这背后离不开员工
们全力以赴的努力和彼此间的合作。我为此感到自
豪。�

　　除此之外，通过德国工厂的运营，纷美包装积
累了非常丰富的跨国跨文化经营的实操管理经验，
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经理人和普通一线员工。这为我
们接下来更进一步的国际化推广奠定了管理财富和
人力资源，丰富了我们的战略选择，让我们在以后
的国际扩张进程中更有自信。因此，投资德国是我
们非常重要的正确决定。我们的品牌形象也因为德
国制造变得更加国际化。

　　德中经济联合会　感谢您的分享。透过您列
举的实例，更多想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定可以获
得企业管理和发展的新思路。对于正在计划走出国
门的中资企业，您还有什么建议和忠告吗？

　　洪钢　作为公司的领导者，一定要具备运营
国际化公司的能力和足够的国际化视野。纷美包装
作为一家中型企业，拥有非常国际化的团队，有能
力输出整套的技术和管理体系。我们的创始人和公
司管理层大多拥有海外留学和外企工作经验，我们
的愿景就是成为一个跨国公司。这帮助我们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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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国际化的运营方式和标准，所以
在走出去以前，我们有能力对外部环境和外国市场
的规则充分预设。即便如此，在走出国门的初期也
必须经历辛苦的爬坡阶段。因此，对于中小型企业
来说，仅有低成本和勤奋是不够的。如果领导层没
有足够的国际化视野和管理经验，缺乏心理准备和
实质准备，会遭遇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希望纷美
公司绿地建厂的实战经验，能够对其它正在观望欧
洲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洪钢
纷美包装董事长

　　洪钢先生毕业于中国浙
江大学热物理系。1985  年
由中国政府选送公派留学英
国 ， 攻 读 经 济 学 硕 士 ， 并
于 1987 年取得英国苏塞克斯
大学的硕士学位。学成归国
后曾供职于一家瑞典咨询公
司并协助北欧企业在中国起
步。随后曾任一家著名包装
企业驻华首席代表，是该企业在华战略制定和部署的重
要成员之一。自 2003 年创建纷美包装公司以来，他作为
公司董事长与团队一道将企业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液体
食品无菌包装材料供应商。2011 年，纷美包装在德国投
资兴建了公司首个海外制造厂，实现了从国际贸易到国
际制造的转变，是中国包装行业第一家正在形成的跨国
公司。

1� 根据德国劳动局的数据，德国2009年到2013年的失业率分
别为8.1�%、7.7�%、7.1�%、6.8�%和6.9�%，与此相对，2017
年的失业率为5.7�%，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值。数字来源：�
Statista:� Arbeitslosenquote� in� Deutschland� im� Jahresdurch-
schnitt� von� 1995� bis� 2017,� 网址:� de.statista.com/statistik/�
daten/studie/1224/umfrage/arbeitslosenquote-in-deutschland-�
seit-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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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鹏

德国社保体系
社会福利制度下的人力成本概览

引言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之一，也
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之一。十九
世纪末期，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国相
继推行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及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
会保险制度。到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险
增设了失业保险的项目。1994年，德国颁布了护理
保险法，护理保险作为强制的社保险种，于1995年�
1月1日起正式实施。虽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东
西德的分裂及统一，但是德国的社保制度从创立之
日起就保持了连续性，时至今日，德国的社保体系
依旧保持着俾斯麦时期的大框架。

　　德国社保体系作为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
对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
老龄化人口的增加，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因

自动化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工作位置的减少，维持社
保体系的运转对于国家财政及缴费的企业和在职员
工都是极大的负担。本文将以德国医疗保险制度和
养老保险制度为重点，介绍德国具体的社保政策及
规定。

医疗保险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所有在德国生活
的人必须拥有一份医疗保险。德国的医疗保险分为
公立医疗保险（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
简写为�GKV）与私立医疗保险（Private� Kranken-
versicherung�，简写为�PKV），两种医疗保险都必
须满足德国社会保障法书第五本（SGB� V）关于医
疗保险之规定。两种医疗保险的区别在于投保人
群、保费收取及医疗待遇。

图1:  德国社会保险体系结构
职员年龄超过23周岁，没有孩子的，法规护理险个人承担部分再 + 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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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公立医疗保险最高保费从1970年至2018年总共上涨了1 600 %，平均每年商场比例为6.5 %
1970年为50欧元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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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
　　护理险（Pflegeversicherung）是1995年起开始
实行的一种新的社会保险，其依附于医保存在，即
投保者的护理险必须和医疗保险在同一家公司，也
有公私之分，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护理险，其赔付
范围与额度均由国家规定，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
在于保费，公立护理险保费为个人收入的2.55�%，
计算上限与医保相同，非雇员完全由自己承担，雇
员则由雇主和雇员本人各承担1.275�%，对于23岁
以上无子女的投保者，则需自己额外支付0.25�%附
加费用，总费用为个人收入的2.8�%。私人护理险
的保费与入保年龄挂钩，相对来说，私人护理险的
价格有较大优势。

　　一般来讲，我们平时所说的医疗保险其实是包
括了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德国医疗保险投保人群
分为义务投保公立医疗保险成员、家庭投保成员和
自由投保成员。

义务投保公立医疗保险成员
（Pflichtversicherte）

　　顾名思义，义务投保成员是指必须投保公立医
疗保险的人群，主要包括大部分雇员、14个学期之
内的大学生、学徒工、失业者等。所有公保投保成
员可以在全德超过100家的公立医疗保险公司中自
由选择投保，在一家公立医疗保险公司保满18个月
后，也可以自由转换到另外任意一家公立医疗保险
公司。公立医疗保险公司根据个人收入情况来确定
保费，保费的计算公式为：

个人税前月收入 × ( 国家规定医保费率 + 保险公司附加
费率 + 国家规定护理险费率 )

　　投保者的个人工资收入、作为自由职业者或个
体经营人员的收入、退休金、出租房屋的租金、退
休金、投资盈利、赡养费和失业金等收入均需作为
个人收入纳入医疗保险的计算。此外，国家每年都
会规定一个计算上限（Beitragsbemessungsgrenze�，�
简写为BBG），超过计算上限的部分不再缴纳医疗

保险保费。对于每月收入不固定者，按照年总收
入/12计算月收入。2018年收入计算上限为4�425欧
元/月。

　　公立医疗保险的缴费费率由国家规定，2018
年的费率为14.6�%，除此之外，各个保险公司可以
自行规定附加费率，由于竞争激烈，各个公立医
疗保险公司的附加费率差别不大，2018年平均约为
1.1�%左右。

　　对于雇员来讲，其医疗保险保费由公司代扣代
缴，雇主需承担起医疗保险国家费率的一半，目前
为7.3�%，雇员承担另外一半以及保险公司的附加
费率。如一个雇员税前月收入为4�000欧元，其医
疗保险保费为：

4 000 × ( 14.6 % + 1.1 % ) + 4 000 × 2.55 %  
= 730 欧元/月

　　其中雇主承担：

4 000 × 7.3 % + 4 000 × 1.275 %  
= 343 欧元/月

　　雇员自己承担：

4 000 × ( 7.3% + 1.1% ) + 4 000 × 1.275%  
= 387 欧元/月

　　对于非雇员来讲，其医疗保险保费由保险公
司没有从个人账户中直接扣除，公立医疗保险对
于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人员规定了保费计算下
限，2018年的下限为2�283.75欧元/月。如一个体经
营者每月平均收入为1�800欧元，其医疗保险保费
为：

2 283.75 × ( 14.6 % + 1.1 % ) + 2 283.75 × 2.55 %  
= 416.79 欧元/月

　　即对于自由职业者及个体经营人员来讲，每月
最低的公立医疗保险保费为416.79欧元/月。如果
收入超过下限，则按照实际收入计算，2018收入计
算上限同样为4�425欧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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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医疗费用的上涨，德国公立医疗保险的
收入计算上限几乎年年上调，公立医疗保险的费率
也不断上调，造成德国公立医疗保险保费不断上
涨，尤其对于收入超过计算上限的投保者，必须缴
纳最高额度的保费，其每年的保费上涨幅度都较
大。下图可以看出，德国医疗保险的保费上限由
50欧元增至736欧元，每年增幅为6.5�%，总计增幅
为1�600�%�。至2018年，最高保费已上涨至�807.56�欧
元。

家庭投保成员  
（Familienversicherte）

　　家庭投保成员是指一个家庭中，有一人投保了
公立医疗保险，如果配偶每月收入低于425欧元，
可以跟随有收入的一方投保公立医疗保险，而无需
缴纳保费。同时公保投保者的未成年子女一样可以
免费投保公立医疗保险。

图1:  德国社会保险体系结构
职员年龄超过23周岁，没有孩子的，法规护理险个人承担部分再 + 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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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公立医疗保险最高保费从1970年至2018年总共上涨了1 600 %，平均每年商场比例为6.5 %
1970年为50欧元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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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投保成员
（Freiwillige Versicherte）

　　自由投保人员是指可以自由选择公立或私立
医疗保险的投保人员，主要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个体
经营者、高收入雇员（2018年规定税前月收入超过
4950欧元）和公务员。自由投保成员在选择私人医
疗保险之后，不可再选择进入公立医疗保险，但是
可在私立医疗保险公司间自由选择。如果出现收
入降低或失业等状况，达到义务投保公保成员标准
的，则被强制进入公立医疗保险体系。

私保与公保的区别

　　目前德国约有十分之一的人为私立医疗保险投
保者。一般来讲，私立医疗保险的就诊条件会远远
好于公立医疗保险，投保者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
院、治疗方案和用药。私立医疗保险按照入保时的
年龄计算保费，公立医疗保险按照投保人的收入计
算保费，相对来讲私立医疗保险保费更加稳定，对
于高收入人群，私立医疗保险保费往往低于其公立
医疗保险保费。但是私立医疗保险不存在家庭投保
的情况，所有投保者必须单独缴纳保费。对于中国
投资者而言，以法人身份进入德国的，只能投保于
私立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德国国家法定养老保险体系（gesetzliche� Ren-
tenversicherung�简写为�GKV）是1881年由德国首相
俾斯麦提出并创立，其基本框架沿用至今。理论上
讲，德国的法定养老体系在最初设计中是一种非常
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核心思路为由工作
的一代人供养（提供退休金）退休者，工作者退休
后，则有后继的工作者提供退休金。但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工作的人越来越少，退休者越来越多，随
着退休者人均寿命的增加，退休者平均领取退休金
的时间也大幅增加，导致德国养老系统出现巨大缺
口，基本每天都可以从各种媒体中听到或看到关于
德国养老系统出现问题报道，德国也派生出了一个
新名词�Altersarmut，专指退休后没有足够收入而变
穷的人。

　　在德国并非所有人都有缴纳法定养老保险的
义务，例如个体经营者无需缴纳法定养老保险，
而雇员则必须缴纳法定养老保险。德国法定养老
保险的缴纳与发放一直沿用实收实发体系（Umla-
geverfahren），劳动者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不会进行
再投资，而会作为退休金直接发放给已经退休的人
员，劳动者在国家养老局的记录会以收入分值点数
（Entgeltpunkte）的形式记录在个人的法定养老保
险信息内，个人退休时则根据积攒的点数来决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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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的多少，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对德国养老金发
放体系不做过多的讲解。

　　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缴纳一样是按照收入×缴
纳费率形式，由企业进行代纳代缴，雇主缴纳
总金额一半，另外一半直接从员工税前工资中扣
除。2018年法定养老保险缴纳费率为19.7�%，法定
养老保险收入计算上限则有东德西德之分，计算上
限分别为：西德，年税前收入78�000�欧元（6�500�欧
元/月），东德，年税前收入69�600�欧元（5�800�欧
元/月），收入超过计算上限的，按上限计算。例
如一个雇员，月收入为4�000欧元，养老金计算方
式如下：

　　每月需缴纳国家法定养老保险总计：

4 000 × 18.7 % = 748 欧元

　　其中雇主需支付一半，为：

4 000 × 9.35 % = 374 欧元

　　雇员自己支付另外一半，为：

4 000 × 9.35 % = 374 欧元

　　由于德国退休金为实收实发体系，尽管德国
政府每年都投入数十亿欧元的养老补贴，但劳动者
缴纳的养老金也难以支撑日渐增加的退休金，德
国法定退休金的增长幅度常年低于德国的通货膨
胀率，按购买力计算，德国法定退休金实际上一
直在减少，德国法定退休的替代率目前不足40�%�。
以4�000欧元/月税前收入计算，工作35年后税前退
休金约为1�400欧元，减去医疗保险和个人所得税
后，净退休金约为1�100欧元左右。

　　鉴于德国养老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增加养老金
替代率，德国提出了三层养老体系模型（见下图），�
其核心思想为，对于雇员，由国家提供基础养老保
险，对于非雇员，可自己以储蓄的形式从保险公司
购买基础养老保险，基础养老保险（Basis-Rente）
的替代率应该达30�%�。

　　另外可以考虑有国家补贴的补充退休金（Zu-
satzrente），补充退休金是国家为了弥补法定养老
保险的不足，为劳动者（包括雇员及非雇员）提供
的带有国家补贴性质的养老保险，其形式为由国家
按比例提供税收优惠或养老补贴，投保者本人向保
险公司购买，投保者可以享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及
再投资收益，退休时可以按月终身领取或一次性取
出，补充退休金包含企业补充养老保险（betriebli-
che� Alters�vor�sorge�，简写为�bAV）和李斯特养老保
险（Riester-Rente）。

　　除此之外，处于三层养老体系第三层的就是私
人养老保险（private� Altervorsoge�简写为�pAV），
其完全由个人出资，可自由投资于基金和指数，由
保险公司代为投资，投保者本人每年获取分红，优
势为合同相对比较灵活，领取时有较大的税收优
惠。由于目前欧洲的低利率政策，相对于传统的分
红型养老保险，与基金挂钩的养老保险（Fondsge-
bundene�Rentenversicherung）由于兼顾基金收益和
保险公司分红则更受投保者的青睐。

失业保险
　　对于雇员来讲，失业险（Arbeitslosenversiche-
rung）为强制险种，缴费金额为税前收入的3�%，
计算上限为年收入78�000欧元（6�500欧元/月），

图3:  三层养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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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私人养老保险及附加险
• 商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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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失职业能力养老附加险

第二层：带有国家补贴的补充养老
• 企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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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养老保险
• 特殊人群的行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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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雇员各承担一半，即雇员月收入的1.5�%，由
雇主代扣代缴。雇员在失业时可以领取最长一年的
失业金，失业金的额度根据雇员前12个月收入进行
计算，失业金无需缴税，但仍需缴纳医疗保险，护
理保险和养老保险，鉴于篇幅原因，不再赘述。

工伤意外险

　　工伤意外险（Arbeitsunfallversicherung）由雇
主全额承担，费用为雇员税前月工资的3�%，其作
用为在雇员出现工伤意外时，给予被保险人（雇
员）经济补偿及进行恢复职业能力训练。

　　对于在德投资的投资者来讲，德国社保制度
带来的人力成本增加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雇
主在聘用雇员时，除去工资，还需支付相应的社
保费用，例如雇佣一名税前工资3�500欧元的雇
员，雇主还需额外承担每月327.25欧元的养老保
险，255.50欧元的医疗保险，44.63欧元的护理保
险，52.50欧元的使用保险以及105欧元的工伤意
外险，总计为784.88欧元每月，约为工资总额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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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瓷器引发的思考
中国企业开拓德国市场的点滴建议

　　年前收到德中经济联合会的邀稿，为其2018年
年报撰写一篇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在德国进行市场
推广和销售”的文章。受邀后一直在思考，如何言
简意赅又生动地把这篇文章写好，干巴巴的理论没
人看，苦口婆心的说教也非我所愿，那最好的方式
只有做类似案例的分析。斟酌再三，决定以欧洲瓷
器第一品牌德国“梅森瓷器”为例，分析梅森的崛
起之路，以供中国企业借鉴一二。

　　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笔者专门去了一趟离柏
林两个小时车程的梅森（Meißen）小镇。走进梅
森瓷器博物馆，心情无疑是复杂的：即感到一丝丝
兴奋，因为“中国”的英文“China”就是瓷器的
意思，这勾起了笔者的一点乡愁和一点亲近感；而
另一方面，又感到好奇，梅森瓷器厂出品的小餐碟
卖到200欧元一件是稀松平常，是怎样的底气才能
把价格定位地如此之高，却又不乏簇拥者？

　　从汉代丝绸之路开始，中国瓷器就陆续行销海
外。13世纪以后，中国出产的瓷器更是为欧洲贵族
所宠爱，进入了瓷器出口的黄金时期。在欧洲，一
直到18世纪初期，也没有诞生可以与中国瓷器一争
高下的作坊。这时候不太会治理国家，却醉心于艺
术品的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出现了。他手下的工
人奉命开始探究制作瓷器的方法。西方工匠最终�
“误打误撞”发现了陶瓷的制作工艺并开始生产瓷
器。而生产的起点，自然是模仿中国瓷器的样式、
花纹和构图。

　　下图是1710年左右梅森瓷器的图样，毫无疑问，
这是在效法中国瓷器，充满了浓浓的东方韵味。

　　而到了18世纪中叶，梅森瓷器就开始慢慢跳脱
出模仿中国瓷器的模式，研制自己的色板、模具和
更贴合欧洲审美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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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细想想，这和我们现在的中国企业有异曲同
工之处：我们国家的工业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发展，
并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在发展初
期，研究并模仿西方先进技术在所难免。到了现阶
段，很多企业不仅借助地理优势在国内同国际品牌
相抗衡，同时，走出国门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无
论是通过兼并、还是通过自己设立分公司或者办事
机构，国内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的雄心
在逐渐增长。

　　中国企业想要进入德国市场，要在竞争激烈的
环境下站稳脚跟，并得到挑剔的德国人的认可，从
市场开发的角度来说，需要做哪些功课呢？

　　让我们继续回到梅森瓷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
成为欧洲瓷器第一品牌的。梅森瓷器在经历了初期
的模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再创作，如上图：

• 色彩再创造：梅森现在拥有上万瓷器颜料配
方专利；

• 花样、图案、创作手法再创造：比如融合中
国纹饰和西方油画上色手法；

• 物体形态再创作：梅森瓷器从最初的餐具，
慢慢发展出了一系列贴合欧洲审美的室内装
饰品和摆件。

　　从市场和销售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质量提升和
本土化。犹记得在2017年11月德中经济合作研讨会
上，某位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欧洲分公司的总经理

分享到：当他们刚刚进入德国市场，去大众汽车投
标，在双方约定的会议中，大众对该企业与会人员
的名字标牌做了“特别处理”——名牌的正面是名
字，而反面写了一句话“在大众质量重于一切”。
可想而知，这对该企业的与会人员冲击有多大。

　　而作为中国企业，要进入德国市场，并没有国
家品牌的红利可蹭。相反，由于快速的学习能力和
廉价的劳动力，到现在为止，世人对于“中国造”
的质量仍存在着疑虑。而德国，又是一个尤其注重
质量的国度。因而，质量，就成为了进入德国市场
必须要跨过去的坎。所以，国内企业必须把自己的
内功练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做到精益求精，对于
德国客户在质量上的疑虑阐述客观事实，同时，不
回避可能存在的问题。

　　除了注重质量外，梅森瓷器给我们的另外一个
启示就是本土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喜欢猪肘
子酸菜加啤酒，我喜欢青菜豆腐配小米粥，还有人
喜欢红咖喱绿咖喱伴手抓饭。对于想要打开德国市
场的中国企业来说，了解德国市场竞争态势，了解
已经存在的同质企业即竞争对手，了解德国企业或
者消费者的心态、处事方式以及痛点，并通过相应
的产品改造或者本土化的宣传手段，实现更贴近市
场的目的。就像梅森瓷器，当产品和制造趋于成熟
后，也会时不时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版瓷器，
但绝大部分产品线还是以其主要目标市场欧洲审美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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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梅森之前，对于梅森瓷器，其实并没有太
多认识。只知道在德国“老克拉”眼里，Villeroy�
&�Boch�是便宜货，Rosenthal�和�Berlin�KMP属中档，
而梅森瓷则是高端品牌。但对于一只小小的意式浓
缩咖啡杯加一个底托动辄四五百欧元的价格，我还
是有些小小的不服，凭什么？参观完后，我心悦诚
服。

　　梅森瓷器博物馆组织的井井有条：底层是四个
制作车间，进行现场制作演示，还有咖啡馆、精品
店和�Outlet�特卖专区；二楼是梅森制瓷的历史、各
时期的产品陈列，以及不同现代艺术家和梅森瓷器
混搭再创造的艺术品展示。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我
深深地为每一个细节折服，无论是车间制作人员对
于不同制作工艺的演示，还是不同语言通过耳机的
同步翻译，甚至是咖啡馆里用的梅森白瓷和各种摆
设细节，都让人体会到梅森制瓷在很用心地经营自
己的品牌，务必让每个参观者都能了解梅森的过去
和现在，都能最后叹服地说一句：这个价钱，值！

　　这就是笔者想谈到的第三点：品牌建设。品牌
建设不在于要做多少广告，而在与面对客户时，要
不断向客户输出企业的核心价值和产品的定位。在
博物馆逗留的三小时中，通过各种细节，梅森品牌
给笔者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工匠精神”以及“传
统和创新的结合”。那作为中国企业，要进入德国

市场时，你想传递给客户的品牌价值是什么呢？是
最优性价比？还是对客户化要求的灵活处理？还是
与时俱进的创新？当确定了要在德国市场传递的品
牌价值后，通过和客户接触的各种细节，比如企业
标记和演示文档的设计、销售人员谈吐和举止、会
议内容的准备、报价文档的回复，于日常的每一个
细节中日积月累的塑造品牌。当然，通过现代的在
线媒体进行品牌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梅森瓷器一路走来，在超过300年的企业历史
中，从刚开始的模仿、到再创造、到成为欧洲瓷器
第一品牌，或者说第一岑贵品牌，走过的路正是中
国企业要在德国市场、甚至世界舞台有所作为可以
借鉴的。综上所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在德国站
稳脚跟，以下三点至为重要：

• 关注质量，精益求精
• 莫忘本土化，注重再创造
• 立足品牌建设，耐心培育市场

　　在离开梅森瓷器博物馆前，笔者看中了一个
小小的白瓷花瓶，上面手绘了兰花枝干。产品分两
种：一种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正品，售价110欧元；
另一种是略有瑕疵的二等品，售价85欧元。笔者看
了又看，无法判断这个二等品的瑕疵到底在哪里，
商店的服务人员也看不出，她说：“应该是在拉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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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烧制过程中出现了小瑕疵，但产品完成后看不
出来，只能通过制作人员做的标记辨认。但即便
看不出来，我们也不能按照正品来卖，只能当二等
品。”于是，笔者对梅森瓷器的好感又加一层。

　　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梅森瓷器的案例是德
国本土企业开发欧洲市场的案例，其本质上并不存
在太大的文化差异。而今天，要走入德国市场的中
国企业还要面对文化差异的问题，这就更需要有此
雄心的企业好好沉下心来，在新市场不断耕耘。希
望假以时日，我们中国企业也会有这样的底气：即
使你对我的产品已经很满意，但我认为有所欠缺，
我也不能按照原价卖给你，因为质量就是我的利
器－俘虏消费者和客户的利器，因而一丝尘灰、一
道阴影也不能让蒙上；希望假以时日，“中国造”
也能成为和“德国造”一样的顶级国家品牌，而优
秀的中国企业也能在德国、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占一
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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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资企业在德国的并购逐年增加，在
德国开设子公司以开拓欧洲市场的决定更是屡见不
鲜。在拓展自身全球业务以及欧洲市场投射范围的
同时，中资企业却也不得不面对在中德两个税务主
权下的商业实体的合规负担。中资企业旗下的中德
商业实体间所产生的跨境商业行为，使其不得不直
接面对中德两国之间的国际税务，尤其是转让定价
的课题。

1.  全球转让定价议题的发展
　　转让定价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只是一个企业税
务的课题。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转让定价直接关系
到集团层面的税务筹划和企业发展的战略管理。跨
国企业通过集团内部的协调，利用集团内企业所在
各个国家税率的差异以及税务合规规范的良莠不
齐，人为地将集团利润在各个税务主权地的旗下企
业之间转移，以减少整个集团层面的税负，并优化
集团的全球税务结构。然而这直接造成了各个国家
（相对高税率的国家）对当地居民企业征税税基的
侵蚀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税务的公平分配。这种
行为被称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Erosion�and�
Profit�Shifting�–�BEPS）。

　　在过去的三年间，国际税务领域发生了许多合
规层面的变化。为了遏制跨国集团人为的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行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和二十国集团（G20）在2015年联合发布了为遏
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BEPS� Project）
的最终报告。OECD�在此版本问世后的两年间对
BEPS�行动计划的实施发布了数轮更新、解释和补

充，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2017版《跨国企业与税务
机关转让定价指南》。

　　这本最新版本的指南全方位对2010版本的指南
进行了修订，主要具体体现在：

• BEPS�第8–10条有关价值创造的部分，

• BEPS�第13条有关转让定价文档的部分，以及

• 安全港的部分。

　　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根据自己国
内的税务体系和现实情况，以�BEPS�行动计划的相
关提议作为参考，逐步对�BEPS�进行了本土化的立
法。其中，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就通过2016年42号公
告�1，对关于涉及与国内关联公司集团内部交易的
中国居民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和转让定价
同期资料的合规要求进行了修订。公告中明确要求
了三级文档的结构，并且通过之后的2016年64号公
告以及2017年的6号公告，在中国国内法层面上对
预约定价安排、特别纳税调查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
更进一步地对�BEPS�的各项行动计划进行了落实。
而一直以来把低税率作为国际竞争优势的香港，也
承诺在2017年底对�BEPS�行动计划所列示的内容向
香港特区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期待之后可以在香港
地区集中落实�OECD�的四项最低标准（包括打击损
害性的税务措施、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情况、订立
国别报告的规定以及改善跨境争议解决机制），并
维持香港的简单低税制�2。
　　鉴于中国国内对转让定价的相关议题自2008
年起已有要求，拥有海外子公司并涉及集团内部
交易的中资集团对于转让定价的话题应当不会感

Carsten Hüning 、张丞

中资企业在德子公司
转让定价合规新要求



38 2018 年德中经济联合会年度报告

到陌生。而作为一项全球范围内的纲领性行动计
划，BEPS�正有条不紊地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
这其中，欧洲各主要经济体也不出意外地走在
BEPS�本土化立法的前沿。

2.  德国在 BEPS 时代转让定价的
发展变化

　　作为整个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也紧随其
后对BEPS行动计划所主张的各个条目有选择地进
行了跟进与落实，而最先得到落实的就是直接涉
及转让定价的文档要求。伴随着2016年底德国税
务总则第90条第3款（§� 90� Abs.� 3� AO）和第138�a
条（§� 138�a� AO）的修订以及2017年7月对应上述
德国税务总则第90条第3款的转让定价文档规则
（Gewinnab�grenzungsaufzeichnungsverordnung� –�
GAufzV）的更新发布，德国也正式启用了新的转
让定价文档合规要求。

2.1.  新的文档构架

　　德国新的合规要求重新构架了转让定价文档的
层级结构，即三层结构：

• 主体文档�（Master�File）

� 对于在上一会计年度财报合并前收入（包括
与集团内各兄弟公司或母公司之间进行的关
联交易收入和非关联第三方交易收入）达到
1亿欧元的德国居民企业，需要在德国准备
主体文档。

• 本地文档�（Local�File）

� 对于在上一会计年度与同一集团内兄弟公司
或母公司之间进行的实体货物关联交易额达
到600万欧元或与同一集团内兄弟公司或母
公司之间进行的其他劳务类交易额达到60万
欧元的德国居民企业，需要在德国准备本地
文档。

• 国别报告�（Country-by-Country�Report）

� 对于所在集团在上一会计年度（最早对于
2015年12月31日之后开始的会计年度）全球
财报合并后收入达到7.5亿欧元的德国居民
企业，德国税务机关可能要求其提供国别报
告。详情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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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的文档内容

　　总体来看，新的文档内容要求信息更加透明，
尤其是要求跨国集团对内部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和
集团整体价值链上各个公司的贡献情况做详细披
露。税务机关期待藉此可以对企业所提供的文档中
的转让定价分析部分进行更加精确的验算和审查。

• �主体文档
� 作为新添加的一个文档层级，主体文档需要
呈现整个集团在全球的经营情况，无论这些
情况是否与德国市场有关。主体文档所需要
列示的18条内容与�BEPS�第13条的要求基本一
致，包含了集团全球的组织架构、股权结构
和所有成员实体的地理分布，集团所涉及的
各项业务、无形资产、融资活动以及财务税
务状况。德国也并没有在�OECD�推荐的要求
基础上要求更多内容。德国税务机关期待可
以藉此文档更好地界定一个集团内各个国家
的各个公司实体所承担的功能与风险，并以

此更准确地发现通过集团内部跨国税务安排
来逃脱税负的滥用行为。

• 本地文档
� 本地文档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设立在德国境内
的居民企业，其中当然也包含中资企业在德
国成立或收购的子公司。该文档的重点是功
能与风险的分析部分以及转让定价的分析部
分。对照着刚刚更新的2017版跨国企业与税
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在德国本地设立的公
司，其管理层的结构需要在德国本地文档中
披露。虽然之前在旧的文档要求下也基本会
对本地管理层进行披露，但这次是把此项目
清楚地写进了GAufzV�的要求中。至于在2017
年初GAufzV的草案中所提到的管理层关键人
员信息披露，以证明此管理人员功能确实属
于德国本地公司商业实质的一部分的内容，
在当年七月发布的�GAufzV�最终版本中被删
除了。至于功能和风险分析部分，在以往的
合规要求下，集团内各个涉事公司的功能与
风险描述多以浮于表面的事实描述为主。在

图1:  有责任报送国别报告企业的列示
来源:  Baker Tilly Steuerberatungsgesellschaft mbH

在德国报送国别报告
（完整报告）

在德国境内的集团总部

承担报送义务的在德国境内
的集团子公司

集团总部在外国不向所在国
税务机关报送国别报告

“二级机制”
“Secondary Mechanism”

对2016年12月31日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一年以内进行报送
一般来说对2017会计年度报送截止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

当年不报送，延后到下一年

需要在德国报送国别报告
（简化报告）

集团总部在外国向所在国
税务机关报送国别报告

在德国不需要报送国别报告

德国税务机关通过与该国税务
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获取

在该国报送的国别报告

理应承担报送义务的在德国境外的集团总部

在德国境外的集团总部

从2015年12月31日后开始的
会计年度开始由报送义务

报送需在最晚一年后完成

一般来说对2016会计年度报送
需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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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档的企业，需要检查已有文档结构是否符合
德国国内新的合规要求。对短缺或不符合的地方
进行查漏补缺，保证更新后的文档符合新要求并可
继续使用。比起重新准备文档，这样做可以节约
不少时间和费用。如果身为德国居民企业，且之
前还未准备过转让定价文档，则需留心自身在德国
每个会计年度的收入是否越过�GAufzV�所要求的新
门槛线。如果集团内货物的销售额在2017会计年度
达到600万欧元（2017会计年度之前的门槛线是500
万欧元）或者集团内劳务的销售额在该会计年度达
到60万欧元（2017会计年度之前的门槛线是50万欧�
元），那么本地文档将不可避免。

　　另外，之前所使用的文档需要根据在德企业的
年度收入水平来确认是否需要重新添加之前文档的
结构或者调整之前文档成为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的
分列结构。诚然，对于中资企业来说，如果需要准
备主体文档，多数情况也是位于中国的母公司依照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42号公告对于中国主体文档的相
关规定进行准备。但是如果在德国的子公司的合并
前单体年度收入也超过了1亿欧元，那么德国税务
机关也会要求该德国子公司提供主体文档。由于中
国要求的主体文档内容涵盖了德国主体文档所要求
的内容，德国子公司可以与中国母公司做好沟通，
把在中国所准备的主体文档修改（甚至翻译）成为
德国主体文档的格式和结构，使得中国主体文档最
终可以用在德国子公司的合规流程中。

　　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在集团内部进行
事前定价时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以往
的文档规则并没有着重要求在德企业对其所在集团
的全球价值链进行检查和文档记录。在新规则下，
全球价值链的部分也需要在文档中进行呈现，这无
疑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与时间要求。关于转让
定价确认的时间点，也作为一项新的合规内容给在
德企业提高了合规的难度。从2017会计年度开始，
在德企业需要伴随文档一同提供定价时间点所使用
的各项数据资料，以作为定价过程的证据。

　　至于国别报告这个全新的表格类报告，对于集
团母公司在中国国内的德国子公司来说，暂时还不
需要付出特别多的精力来应对合规。鉴于中国国内

新的合规要求下，各个涉事公司的功能与风
险需要进行量化分析，也就是说，税务机关
期待通过文档中对于涉事各方明确量化的功
能与风险分析，来判断涉事各方所得利润以
及所缴纳税金是否合理。另外，税务机关还
最新要求，需在本地文档中展现集团德国境
内公司与在他国设立的公司之间确立转让定
价的时间和该时间点所参照的数据。其目的
是使转让定价的研判与确立过程可以追溯。

• 国别报告
� 国别报告虽然属于三层文档结构的一个组成
部分，却与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有着截然不
同的属性。德国税务总则138�a所要求的国别
报告模式参照了�BEPS�第13条的内容，同样要
求需要申报国别报告的集团填写三张表格，
即：所得、税收和业务活动国别分布表，跨
国企业集团成员实体名单和附加说明表。原
则上来说，德国国内法要求的国别报告对从
2015年12月31日之后开始的财年开始生效，
并且要求国别报告在所报告财年结束后的一
年之内完成申报。这意味着对于2016与自然
年无偏差的会计年度，其国别报告的申报需
要在2017年底完成。如果集团母公司不在德
国，且该母公司在其所在国没有向所在国的
税务机关报送国别报告，同时该国与德国也
没有信息交换机制，那么在德国的集团子公
司可以应用所谓的“二级机制”(Secondary�
Mechanism）将简化版本的国别报告报送给
德国联邦税务总局（BZSt），且在时间上享
有一年的延期政策。但是鉴于中国已经发布
了中国版本的国别报告要求，且中国与德国
都已于2016年加入了多国税务机关国别报告
情报自动交换协议，所以此“二级机制”对
于在德国的中资企业基本上不适用。

3.  对于在德中资企业的 
后续影响及建议

　　由于对转让定价文档的要求在2017年中发生了
重大变化，对于在往年已经准备过德国转让定价



41中资企业在德子公司

已经出台了国别报告的要求，如果整个集团的合并
年收入超过了55亿人民币的门槛线，中国国内就会
对国别报告提出要求。在这个情况下，面对国别报
告报送义务首当其冲的是身处中国国内的集团母公
司。虽然母公司需要在集团层面指定出报送国别报
告的实体，但是此实体很可能就是母公司自己，而
国别报告的接受方也自然是中国税务机关。鉴于中
德两国在2016年均已加入多国税务机关国别报告情
报自动交换协议，如果德国税务机关之后需要向此
集团所在德国的子公司索要国别报告，即可直接从
中国税务机关通过信息交换机制得到而不需要在德
国的子公司重新申报。所以，在德国的中资集团旗
下企业，对于国别报告需要做的主要是和母公司进
行及时的沟通和必要的信息交换，以及处理两国会
计准则差异所造成的合并数据差异。只有当中国母

公司选择性不向中国税务机关报送国别报告并且指
定在德国的子公司向德国税务机关进行报送的情况
下，德国子公司才需要考虑怎样填写那三张表格。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真的被中国国内的母公司指定为代表全集团的
报送实体，那么德国子公司需要在会计年度结束的
次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该会计年度的国别报告报送
任务。不过，在德国的国别报告报送也刚刚开始，
很多母公司在德国的企业在2017年底通过�DE-Mail
向德国联邦税务总局进行了首次报送，其间难免发
生实践层面的问题或故障。可以预期的是，德国也
会在不久的将来对整个报送机制进行更新与修正，
以实现此项文档的落实。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新商机
您的德国首选投资地
只有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活的完美结合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投资区域。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来吧，
作为德国人口最多的联邦州，北威州给您提供无限的可能，使您受益匪浅。无论哪个行业、哪个项目，您都能在北威州找到最佳的投资
机遇。大约19000家企业已经选择了北威州。和我们交流吧，我们将坚定您的信心。作为一站式服务机构我们将全力支持您的投资事业: 
www.nrwinvest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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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2号）� URL:� www.chinatax.
gov.cn/n810341/n810755/c2208516/content.html�.

2� 《政府就打擊企業「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措施發表諮
詢報告》� URL:� 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7/31/
P2017073100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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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er Tilly 是在德国乃至全球领先的审计与税务咨询
事务所，在德国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作为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 的成员所，Baker Tilly 德国的业务范围涵盖
了审计，税务咨询，并购，重组，法律咨询等涉及企业
发展与在地化合规的方方面面。凭借着优秀的专业能力
和高效的全球网络，Baker Tilly 德国为涉及德国业务的跨
国公司提供专业的服务。其中，对中资企业在德国的审
计，税务，并购等方面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电话:  +49 211 6901-01
传真:  +49 211 6901-1250
邮件:  info@bakertilly.de
网站:  www.bakertilly.de

4.  结语

　　德国通过对国内法的修订，逐步落实了
BEPS�行动计划。德国国内法层面的变化不可避免
地对德国居民企业产生着影响，其中自然包括中资
集团旗下的德国子公司。这些中资旗下的德国子公
司由于企业经营文化的不同、语言与社会参与程度
的不同、以及对德国本地合规要求的理解与跟进程
度不同，或多或少都会与德国本土企业存在偏差。
因此，中资企业对于这些德国国内法层面的变化更
加需要重视，尤其是体量与规模都达到一定程度的
企业，或者说需要准备转让定价文档的企业。

　　可以预期的是，在新的合规要求实施后的税务
审计中，在德国的居民企业很可能面临更加严苛精
细的审查以及对于涉税审查点更加刁钻的问题。在
德中资子公司需要及早着手准备可能面临的新一轮
税务审计，做好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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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挑战
德、中、欧盟监管新规和动向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处在蓬勃发展的黄
金时期，德国企业也以其工艺严谨、技术精密、品
质优异而备受中国买家青睐。仅2016年一年，中国
企业在德国的收购交易就达到64笔，投资金额约为
110亿欧元，涉及机械制造、汽车、电子、化工等
多个德国传统优势领域。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
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交易从数量上虽有所回落，
为54笔，但投资金额却增加到122亿欧元。除了上
述传统行业，中国企业在医疗科技、消费品、金融
服务等领域也有所涉猎。随着中国在德国并购舞台
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企业也日益受到来
自当地社会和政府等相关方的压力，并引起了德
国、欧盟、乃至美国监管部门的关注。

　　中国政府自2016年底以来，开始逐步加强对境
外投资的管控。德国方面，来自中国的外商投资
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2016年涉及中国投资者的几
个并购交易更是引起了德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到
媒体热议，成为德国和欧盟修改其外商投资制度的
导火索。继中国美的集团成功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
商库卡（KUKA）后，德国媒体、政治家纷纷对现
有的外商投资审查制度是否能够保护德国“至关重
要”的利益提出质疑。在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
国芯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的交易中，德国
经济部（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更是史无
前例地撤回其出具的“无异议证明”（Unbedenk-
lichkeitsbescheinigung），后由于美国的介入，最
终导致交易夭折。在此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于
2017年夏天紧急出台了《对外贸易条例》修正案，
以加强对非欧盟国家投资者并购德国企业的投资安
全审查。德国政府表示，该修正案的颁布主要是为

了确保德国公共秩序和安全，为德国公司创造公平
的竞争环境。但也有观点认为，外国投资者，尤其
是中国投资者的大量涌入，以及并购交易日益复杂
是造成审查期限延长、监管更为严格的主因。无论
出于何种原因，该修正案都会对中国投资者对德投
资产生重大影响。

一、德国并购审查新规

　　德国经济部是德国审查外国投资的重要审
批部门，依据德国《对外贸易法》（Außenwirt-
schaftsgesetz，AWG）和《对外贸易条例》（Außen�-
wirtschaftsverordnung，AWV）的规定，对外国投
资者收购德国企业的行为展开安全审查。根据被收
购的德国企业所处行业是否属于特定敏感行业，审
查程序主要分为两种：非敏感行业的投资安全审查
和敏感行业的投资安全审查。�

　　2017年7月18日，德国《对外贸易条例》修正
案正式生效。在修正案颁布之前，外国投资者收购
德国非敏感行业的企业，没有向德国经济部进行申
报的法定义务。而修正案中则明确规定，如果被收
购的德国企业涉及与安全相关的特定领域，必须向
德国经济部进行申报。此外，修正案扩大了敏感行
业涉及的领域，并同时延长了德国经济部的审查期
限。

（一）非敏感行业的投资安全审查

　　德国经济部对一项交易展开安全审查的前提
是，如果该交易的收购方来自非欧盟和非欧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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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联盟的国家（如中国），并且通过该收购将直
接或间接获得目标公司（德国企业）超过25�%的投
票权。在这里，中国收购方在欧盟或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成员国内的子公司视同于中国投资者。投票权
比例计算既包括中国收购者直接收购的股权，也包
括其通过下属公司或与其他公司协议间接控制的股
权。而交易双方公司的规模、收购的形式（股权收
购或是资产收购）、交易适用哪国法律，并不是决
定是否受制于安全审查的因素。

　　在德国《对外贸易条例》修正案颁布之前，外
国投资者收购非敏感行业的德国企业，没有向德国
经济部进行申报的法定义务。而修正案颁布之后，
如果德国目标公司涉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开发关
键基础设施领域应用软件或提供云计算服务的，交
易各方则有义务向德国经济部进行申报。修正案规
定，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包括能源、IT和电信、交通
运输、健康、水力、食品以及金融和保险行业。这
一法定申报义务的增加，无疑会使中国投资者对此
类行业领域的投资面临更为严格的审查。

　　修正案也延长了德国经济部的审查期限。根据
新的修正案，德国经济部应当在知悉交易各方签署
并购协议后的三个月内决定是否对该项交易启动审
查程序，并通知交易各方。而在修正案生效前，这
一期限为交易各方签署并购协议后的三个月（即不
以是否主观“知悉”为起算点）。此外，修正案中
还规定，在交易各方签署并购协议后的五年内，德
国经济部都可行使启动审查程序的权利。由于该绝
对审查期限的延长，中国投资者为了避免交易可能
受到禁止或限制的风险，可以选择主动向德国经济
部申请出具“无异议证明”，或者事先和德国经济
部进行非正式沟通，以确保交易不存在危害德国公
共安全和秩序的情况。

　　申请“无异议证明”，需要向德国经济部披露
具体的收购计划、外国投资者、德国目标公司及经
营领域等基本情况。此前，德国经济部出具“无异
议证明”的期限为一个月，而修正案将该期限延长
为两个月，如果德国经济部在收到上述书面申请后
的两个月之内未展开进一步的审查，则可以视为已
出具“无异议证明”。该期限的延长，一方面是考

虑到并购交易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也为了
避免由于较短的期限导致德国经济部没有足够的评
定时间、仅为了符合期限要求而匆忙作出启动审查
程序的决定。

　　在实践中，对于非敏感行业的外国投资行为，
德国政府没有过禁止交易的案例。而像爱思强收购
交易中出具“无异议证明”后又撤回的情况，更是
没有先例。因为按照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
定，只有满足法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在出具“无异
议证明”后又出现足以导致其被撤回的事实时，职
能部门才可以将已作出的决定撤回。

　　一旦德国经济部认为交易有可能对德国公共秩
序或安全造成风险而启动审查程序，外国投资者则
有义务在接到德国经济部的通知后呈递所有相关材
料。具体材料的范围由德国经济部决定，并在联邦
公报（Bundesanzeiger）上予以公示。德国经济部
的审查期限在修正案中由原来的两个月延长至现在
的四个月。修正案进一步规定，如果德国经济部与
交易各方在审查期间就某些条款进行协商，以确保
交易不会对德国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危害，四个月
的审查期限将在协商过程中暂停。

　　德国经济部审查的重点是，并购交易是否会危
害德国的公共安全或秩序（Gefährdung� der� öffent-
lichen�Ordnung�oder�Sicherheit）。德国《对外贸易
法》和《对外贸易条例》中所指的危害公共安全和
秩序，与《欧洲共同体条约》中的规定相符。按照
欧盟法院的司法判决，其是指对一个国家的根本利
益造成实质的、足够严重的危害。而一个并购交易
是否会对德国的公共安全或秩序构成这样的威胁，
需要根据每个并购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到目前为
止，欧盟法院明确了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有：保障
危机情况下的供应、电信和供电行业、保障具有战
略意义的服务行业的供给。这些行业成为德国政
府安全审查中重点审查的领域。而在爱思强收购案
中，除了涉及接下来将介绍的特殊敏感行业的国防
安全考虑之外，数据保护无疑也是影响德国政府决
定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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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审查之后，如果德国经济部认为交易存在危
害德国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情况，可以作出两种干预
性决定：一是禁止交易，二是对交易设定限制措
施。具体来说，德国经济部可以禁止或限制外国投
资者在收购后行使股东表决权，也就是限制外国投
资者对德国企业的重大事项施加影响；或者委托信
托人将项目恢复到收购前的状态。德国经济部的
前述两种干预性决定，需要同时得到德国联邦政府
的批准。在审查期间，收购协议属于“附解除条件
（auflösende�Bedingung）”的合同，即已经生效的
合同在条件成就时失效。也就是说，签订的收购协
议虽然有效，但是一旦德国经济部禁止交易，协议
则自始无效。

（二）敏感行业的投资安全审查

　　在修正案生效之前，敏感行业仅限于军工、武
器以及某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IT�行业，而修正案
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侦察及与军事相关的辅助性行
业，例如消防、目标监视和跟踪系统、军用电子设
备、军事训练和仿真设备、成像和反成像设备和
材料、机器人以及数据库。一旦外国投资者的收购
涉及上述领域，并且通过交易将获得目标公司（德
国企业）超过25�%的投票权，无论该外国投资者是

否来自欧盟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德国经济
部都有权对该交易启动审查程序。德国经济部审查
涉及敏感行业投资的标准是，具体的收购项目是否
会威胁德国的核心安全利益（Gefährdung� wesentli-
cher� Sicherheitsinteressen）。在审查的过程中，德
国经济部也会考虑欧盟法律的规定和欧盟法院判例
的解释。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双重用途”的情
况，也就是说，一项技术或产品，既可以用于敏感
的军事用途，又可以用于民用。那么，收购这样的
企业就将面临德国经济部对敏感行业的安全审查，
这显然也是三安光电收购照明巨头欧司朗（Os-
ram）被德国经济部审查的原因。

　　涉及到敏感行业的收购项目，中国投资者必须
主动向德国经济部进行申报。申报采用书面形式，
须包括具体的收购计划、中国投资者、德国目标公
司及经营领域等基本情况，由德国经济部和其他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审查。修正案生效以后，德国经济
部在收到书面申报材料后决定是否启动审查程序的
期限由原来的一个月延长至三个月。如果在该期限
内没有启动审查程序，则视为批准该交易。

　　在审查程序启动后，中国投资者有义务配合
审查，补交审查所需的其他材料。材料齐全的情况

图1:  德国审批流程简要示意图

敏感行业投资审批
（《德国对外贸易条例》第60–62条）

非敏感行业投资审批
（《德国对外贸易条例》第55–59条）

涉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收购方有申报义务

收购方申请“无异议证明”

德国经济部出具
“无异议证明”

德国经济部联合相关部门
发布同意决定

德国经济部主动启动

德国经济部联合相关部门
禁止、限制交易

德国经济部联合相关部门
禁止、限制交易

收购方有申报义务

所有境外的、对特定安全敏感行业的投资 针对来自非欧盟和非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的投资

三
个
月
内
作
出
决
定

两
个
月
内
作
出
决
定

材料齐全后
三个月内 材料齐全后

四个月内

德国经济部启动审核程序，与德国外
交部、国防部、内政部等相关部门共

同审核，补交材料（如有需要）

德国经济部启动审核程序，补交材料
（如有需要）

知悉并购协议签
署后的三个月内

表1: 《行为规范》涵盖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完善经营管理体系 制定、完善境外投资管理规章；开展绩效管理；加强财务监督；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派出人员出国前
展开必要培训

依法合规诚信经营 遵守中国、投资国相关法规，履行相关申报程序；注意合规问题；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保证产品质量和
相关知识产权；依法纳税等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属地化经营，为投资国创造就业机会；尊重文化传统；加强社会沟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推进技
术进步；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注重资源环境保护 除保护资源、申请环保许可、制定环境事故应急预案、重视生态修复等一般性建议，还应在收购境外企
业前，对目标企业展开环境尽职调查，重点评估其历史经营活动中的环境债务

加强境外风险防控 加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风险防范，做好境外投资业务相关的监管规则分析和合规培训，建立健全应急处
置机制和安全事故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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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德国经济部须在三个月之
内作出禁止或者限制交易的决定，否则视为批准该
交易。该期限此前为一个月。在德国经济部作出决
定之前，并购协议的效力待定（schwebend�unwirk-
sam）。

　　与非敏感行业的投资安全审查规定相似，修正
案进一步规定，如果德国经济部与交易各方在审查
期间就某些条款进行协商，以确保交易不会对德国
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危害，则三个月的审查期限将
在协商过程中暂停。

（三）法律救济

　　如果中国投资者对德国经济部作出的启动审查
程序或禁止收购交易等行政行为有异议，可以向德
国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不当的行政行为。
在紧急的情况下，也可以向行政法院申请临时的保
全措施。如果由于不当的审查程序或决定损害了中
国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还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
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在实践中，作为外国公司来
起诉德国政府部门，中国投资者不仅要面对语言不

通、文化差异、不了解德国法律等基本问题，还要
充分考虑到诉讼的成本和胜诉的可能性。相比于事
后的法律救济，交易前的充分准备、与德国政府部
门的良好沟通、充分的信息披露显得更为重要。

二、欧盟和美国对投资安全审查
的新发展和动向

　　除了德国外商投资法律规定的上述两种审查程
序，中国投资者还需要关注欧盟和其他国家（尤其
是美国）对并购交易同时展开的调查。

　　美的成功收购库卡之后，在德国、法国、意大
利等国家的大力倡导下，欧盟委员会提议制定统一
的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法律框架。目前，该提案仍处
于讨论阶段。在2017年9月公布的草案中，欧盟委
员会仅强调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通知义务，即：某
一欧盟成员国根据其本国法律启动对外商投资的安
全审查程序后五日内，应尽快通知其他欧盟成员国
和欧盟委员会。其他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有权就
该项交易发表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原则上并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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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而当交易直接影响欧盟利益，比如涉及重
要研究领域如太空、运输、能源和电信领域，或者
牵涉欧盟资助项目时，则应当参考欧盟委员会的意
见。

　　欧盟层面安全审查的标准是，交易是否威胁欧
盟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尽管该草案目前并未规定对
并购交易的具体限制性措施，但是各欧盟成员国在
按照其国内法进行投资安全审查时，仍可以将外国
政府是否操纵交易或为交易提供资金支持等因素纳
入评估的范围。此外，草案规定，欧盟成员国应每
年向欧盟报告其进行的投资安全审查，包括对哪些
交易启动了安全审查程序、哪些交易被禁止或获得
批准等。总体而言，目前的草案没有赋予欧盟层面
的安全审查权，仅强化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与
协作，最终决定权仍由成员国自己掌握。而该提案
能否最终能否获得通过，仍不确定。�

　　中国投资者在并购德国企业时，如果该目标企
业在美国有子公司或者业务，还可能受到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CFIUS）的投资安全监管。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由政府部门和情报机构的代表组成，负
责审查外国投资项目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
胁。外国投资者收购美国的公司，有义务向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就并购交易以及交易双方的具体情况
进行申报。对于非直接针对美国公司的收购项目，
如果外国投资者通过该并购交易会取得一家美国公
司的控制权（如，收购德国某公司多数股权，该目
标公司在美国有子公司），该委员会也会进行审
查。并购项目的审查条件并没有交易金额方面的要
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或美国总统有权以对美国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交易。近年来，在美国
申报审批的并购交易数量逐年增长，从2009年的65
个到2016年的172个，2017年甚至超过了200个。

　　2016年12月，福建宏芯投资基金发布声明，宣
布因交易条件无法实现，其对德国芯片制造商爱思
强的收购要约已经失效，交易最终以失败告终。而
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2月2日所签署的总统
禁令，禁止收购爱思强美国业务，正是导致交易条
件未能满足的原因。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奥巴马
只能阻止收购“爱思强美国业务”，无权禁止在德

国境内进行的交易，但是美国对“美国业务”的定
义非常的广泛，比如除美国的子公司外，也包括所
有美国的专利和专利申请，以及所有在美国境内贸
易中使用的财物。

　　2017年9月，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下达行政指
令，叫停了中国私募股权基金�Canyon� Bridge� Fund�
Partners�对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的收购，并声明，美国外国投资
委员会和总统评估认为该交易会对国家安全带来
风险，而买卖双方提出的缓和方案并不能解除这些
风险，包括知识产权的转移风险。这是自1990年以
来，美国总统第4次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禁止外
资并购交易。这也为中国投资者传递了一个信号，
美国对中资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并购审查，会
更趋严格审慎。

　　2017年底，中国科瑞集团收购德国血浆产品生
产商Biotest的项目，也遭到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的质疑。德国Biotest于2018年年初宣布，出售企业
美国业务，以此缓解了美国当局对于国家安全方面
的担忧，为科瑞收购Biotest扫除了障碍。

三、中国监管政策新趋势

　　从2004年中国颁布的第一份境外投资规范性
文件《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
到2014年出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国企
业的境外投资经历了政府监管由限制到放开、去
繁就简的十年。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中国企
业对外投资数额于2015年首次超越外国投资者对华
投资数额，并在2016年创下近2千亿美元的历史高
点。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却呈现出减缓之
势。究其原因，在于人民币的暂时疲软、大量的
资本外流、中国外汇储备由2014年中期的将近4万
亿美金急速下降到2016年底的3万亿美金。中国政
府为限制资本外流，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的方
向，重新收紧了对外投资的监管政策。

　　2016年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
称“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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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外管局”）四部门联合就海外投资问题回
答记者提问，提出在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防范
对外投资风险的意见。2017年1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
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强调中央企业境外投
资应坚持聚焦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原则上不得
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2017年8月，《关于进一
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公布执
行。2017年12月初，又一部关于民营企业的《民营
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出台。2017年底，发
改委修订了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新颁布的�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自2018年3月1日实施。
总体来说，这些规定的颁布和实施，意在引导中国
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方针和产业政策，同
时促进投资的可持续性发展。以下将对这些新规作
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中国相关监管部门

　� 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并购，必须经
过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审批核准或向其备案。此外，
如果对外投资金额超过一定的数额，还需获得外管
局的审批核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或上市公司
的投资项目，还受到国资委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相应的监管。

（二）四主管部门答记者问（2016年12月）

　� 2016年12月，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和外
管局四部门对记者就有关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
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的提问进行了简要答
复，一方面表明，支持中国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
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另一方面，强调监管部门密
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
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并
指出此类投资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等类型的投资存
在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这一简要答
复可以视为是中国政府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采取
了多年宽松的监管政策后，重新强化境外投资监管
和控制的一个信号。几乎同一时间，商务部要求对
外投资企业提交额外的备案或核准申请材料，例如对

外投资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目标公司尽职调查报
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说明、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
环境分析评价等。发改委也对中国企业境外收购的信
息报告格式进行了调整，要求增加目标公司的尽职调
查报告。此外，坊间传，对于单笔对外支出超过500
万美元的交易，须经过外管局对项目真实性和合理性
的审查，银行才允许企业购汇付款。

（三）《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
向的指导意见》（2017年8月）

　　2017年8月18日，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
和外交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
方向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外商投资中国须遵照《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一般，也被分为“鼓励类”、�
“限制类”和“禁止类”加以监管和控制。

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包括：

• 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

• 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
境外投资；

• 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
作、境外设立研发中心；

• 稳妥参与境外油气、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和
开发；

• 开展农林牧副渔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 推进商贸、文化、物流等服务领域的境外投
资，以及金融机构在境外建立分支机构等。

　　对于每个具体的境外投资项目将采取何种鼓励
措施，《指导意见》采取了开放性的方式，仅提到
要在税收、外汇、保险、海关、信息等方面进一步
提高职能部门的服务水平、简化办理手续，为企业
创造更加良好的便利化条件。通过鼓励、推动上述
类别的境外投资，中国政府一方面有意推进领先技
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旨在提高中国的研
发和制造水平，以弥补中国能源资源方面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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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包括：

• 在根据双多边条约或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敏
感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

•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等境外投资；

•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

• 使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后
生产设备开展境外投资；

• 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
境外投资。

　　对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指导意见》指出，
要引导企业审慎参与，并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
指导和提示。涉及前三类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的，
须经境外投资主管部门（首先是发改委和商务部）
的核准。具体的审批核准程序，应相应遵照商务部
和发改委的规定（见下文）。

　　对于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
部等领域境外投资的明确限制，可以说是中国政府
对这些行业2016年投资膨胀态势的直接回应。2016

年6月，苏宁集团斥资2.7亿欧元，收购了意甲豪门
国际米兰俱乐部70�%的股份。2016年8月，中欧体
育投资（私募基金）宣布以7.4亿欧元的价格收购
AC米兰俱乐部，而达成交易时该收购主体仅成立
了短短几个月。由于资金问题加上中国对境外投
资监管收紧，该交易款项无法从中国直接汇出。
此外，还有万达集团斥资35亿美元收购美国传奇影
业、以11亿美元收购美国卡麦克连锁影院以及12亿
美元收购欧洲最大院线�Odeon� &�UCI��。2017年8月
底，万达集团最终放弃收购伦敦九榆树广场地块，
正是由于《指导意见》的颁布使得该房地产投资
项目在限制投资范围内。将对于房地产、酒店、影
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境外投资列为限
制类，主要是因为此前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行为被认
定是非理性的对外投资，不能带动中国实体经济的
发展。

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包括：

• 涉及未经国家批准的军事工业核心技术和产
品输出的境外投资；

• 运用中国禁止出口的技术、工艺、产品的境
外投资；

• 赌博业、色情业等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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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的境外
投资；

• 其他危害或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
全的境外投资。

　　对于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指导意见》中
明确指出，国家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严格管
控。当然，这仅是一般性的总括规定，预计商务
部、发改委以及外管局和银行等会在相关的项目审
批中严格把关，审查企业境外投资的产业方向和真
实性。

　　《指导意见》进一步规定，应该完善主管部门
的管理制度，加强境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
并明确中国将建立境外投资黑名单制度，将违规投
资的企业记录在案，实施联合惩戒。目前为止，黑
名单的列入采取何种标准，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将会
受到何种惩戒等仍没有定论，希望商务部能出台具
体落实措施。

　　2016年底的四部门答记者问，是中国政府调整
对外投资监管方向的开始。而《指导意见》的出
台，则从政策层面表明了国家对于境外投资态度的
明确变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尤其是限制类的投
资，将会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和管控。而
接下来的《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便
是中国主管部门落实《指导意见》的第一步，以期
以此指导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提高“走出去”
的质量和水平。

（四）《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2017年12月6日）

　　为了落实《指导意见》的精神、规范民营企业
境外投资经营行为，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
外交部、全国工商联于2017年12月6日联合发布了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以下简称�
“《行为规范》”请见表1）。规范国有企业境外
投资行为的准则，相信也会很快出台。

　　《行为规范》是一个纲领性的规范文件，据发
改委介绍，是在总结、分析此前企业境外投资中出
现的违规经营、盲目决策、恶性竞争、忽视质量和
安全管理等问题后制定而成，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在
境外投资过程中提供指引。《行为规范》更多的是
强调企业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总结了对外投资
中主要涉及的法律领域，并提出了公司良好治理和
并购后整合的建议，但没有规定与民营企业进行境
外投资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法律责任。可以说，其
主要目的是帮助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可持续发
展，使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有效地识别、防
范和控制投资风险，其中的部分内容也可以视为对
企业并购后如何整合的指引。

（五）《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2018年3月1日生效）

　　� 2017年12月26日，发改委在其官网上发布了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于2018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相较于
发改委此前于2014年4月发布、2014年12月修订的

图1:  德国审批流程简要示意图

敏感行业投资审批
（《德国对外贸易条例》第60–62条）

非敏感行业投资审批
（《德国对外贸易条例》第55–59条）

涉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收购方有申报义务

收购方申请“无异议证明”

德国经济部出具
“无异议证明”

德国经济部联合相关部门
发布同意决定

德国经济部主动启动

德国经济部联合相关部门
禁止、限制交易

德国经济部联合相关部门
禁止、限制交易

收购方有申报义务

所有境外的、对特定安全敏感行业的投资 针对来自非欧盟和非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的投资

三
个
月
内
作
出
决
定

两
个
月
内
作
出
决
定

材料齐全后
三个月内 材料齐全后

四个月内

德国经济部启动审核程序，与德国外
交部、国防部、内政部等相关部门共

同审核，补交材料（如有需要）

德国经济部启动审核程序，补交材料
（如有需要）

知悉并购协议签
署后的三个月内

表1: 《行为规范》涵盖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完善经营管理体系 制定、完善境外投资管理规章；开展绩效管理；加强财务监督；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派出人员出国前
展开必要培训

依法合规诚信经营 遵守中国、投资国相关法规，履行相关申报程序；注意合规问题；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保证产品质量和
相关知识产权；依法纳税等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属地化经营，为投资国创造就业机会；尊重文化传统；加强社会沟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推进技
术进步；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注重资源环境保护 除保护资源、申请环保许可、制定环境事故应急预案、重视生态修复等一般性建议，还应在收购境外企
业前，对目标企业展开环境尽职调查，重点评估其历史经营活动中的环境债务

加强境外风险防控 加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风险防范，做好境外投资业务相关的监管规则分析和合规培训，建立健全应急处
置机制和安全事故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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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德国审批流程简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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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9号令”），《管理办法》主要对适用范围、
备案、核准的监管机关、程序和时限以及敏感类项
目范围等进行了修改。

　　�此前，根据9号令的规定，涉及敏感国家、地
区、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
准。其中，中方境外投资额20亿美元及以上的，由
国家发改委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其他境外
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中央管理企业的境外投资
项目和地方企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由
国家发改委备案，地方企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
下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各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
案。而《管理办法》取消了“投资额20亿美元及以
上的，须报国务院审核”这一规定，投资主体直接
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敏感类项目，不论
金额多少，核准机关都是国家发改委。非敏感类投
资项目仍采用备案制度，国家发改委和各地方政府
的备案权限不变。

　　�《管理办法》还重新界定了“敏感类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以及“敏感行业”，并在“敏
感行业”中加入全面性兜底条款，即根据中国法律
和有关调控政策，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也
属于敏感行业。《管理办法》的这项修改是对《指
导意见》的落实。《指导意见》中规定的限制境外
投资的项目，如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
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将依据该兜底条款受制于
《管理办法》的相关审核规定。根据《管理办法》
的规定，国家发改委还将发布一个具体的敏感行业
目录，应该会涵盖《指导意见》中列举的限制类和
禁止类境外投资项目。

　　《管理办法》颁布前，根据9号令的规定，中
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
投资主体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应向国家
发改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国家发改委在收到报告
后，对符合国家境外投资政策的项目，在七个工作
日内出具确认函。该确认函就是备受市场关注的�
“小路条”，在实践中，特别是境外竞标项目，时
有发生因忽略申请或没有获取“小路条”而导致投
资项目迟滞或落空，使中国企业与其他境外竞标方

相比处于劣势。《管理办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取
消了前述“小路条”制度，使得中方大型境外投资
项目不再需要报送项目信息报告、无需提前获取确
认函，从而简化了事前管理环节，降低了中国企业
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属于核准、备案
管理范围的项目，中国投资主体只需在项目实施前�
（例如为项目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
前）取得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在《管理办
法》实施前，中国企业必须在对外签署具有最终法
律约束效力的文件前取得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
或至少在签署的文件中明确其为生效要件。这一修
改使得中国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可以根据项目的进度决定申请审批和备案的时间
点。

　　但需注意的是，如果中国企业在对外签署了有
效协议后无法获取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会造成
交割的迟延，因为中国外汇管理、海关或银行等有
关监管部门在没有有效的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的
情况下，将不会办理相关手续或资金结算和融资业
务。特别是，中方将无法从中国汇出投资款项。

　　在中国政府收紧境外投资相关政策后，我们可
以确定，原则上只有符合相关规定和中国产业政策
的项目才能获得中国政府的扶持。而《管理办法》
的出台，相应简化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流
程，为国家鼓励开展的投资项目创造了便利条件，
例如：取消了省级发改委的转报程序，由国家发改
委核准或备案的地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地方企业
可直接向国家发改委申请，从而加快了整个核准、
备案流程；取消了“小路条”制度；只有敏感类项
目需要核准，一般项目仅进行备案即可；而无论是
核准还是备案，投资主体均可通过网络系统提交相
关文件。当然，《管理办法》中对于敏感行业的兜
底条款，容易造成中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目标时的不
确定性。因而，我们也期待发改委能够尽快发布敏
感行业目录。另外，对于需要备案的投资项目，需
要提交哪些文件、是否会对备案的项目仍进行实质
性审查，目前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预计发改委也
会在近期出台实施细则。尽管根据《管理办法》的



52 2018 年德中经济联合会年度报告

Thomas Weidlich 法学硕士
德国律师，合伙人

　　Thomas Weidlich 是陆 
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合伙
人以及中国业务负责人。他
于1996年加入陆德（前身）， 
并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负
责管理陆德新加坡办公室。 
Thomas Weidlich 自2005 年
起领导陆德科隆办公室公司
法/并购团队，同时是陆德在
以中国和印度为核心的亚太区域的法律咨询服务的责任
合伙人。 

电话:  +49 221 9937 16280
电邮:  thomas.weidlich@luther-lawfirm.com

沈媛 博士
中国律师，资深法律顾问

　　沈媛博士曾在西南政法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德国
科 隆 大 学 学 习 法 律 ， 并 于
2005年在中国获得法律职业
资格。她于2010年加入陆德
科隆办公室/中国业务团队，
咨询专长是公司法和跨境并
购、劳动法以及首次公开募
股。她为德国和欧洲客户在
中国进行并购、设立合营企业并就劳动法方面的问题提
供法律咨询，也致力于为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投资，尤其
是中德跨境并购、并购后的重组和日常公司法和劳动法
事务提供法律服务。

电话:  +49 221 9937 25075
电邮:  yuan.shen@luther-lawfirm.com 

陆德律师有限责任公司
Luther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mbH

　　陆德律师有限责任公司是德国领军的律师事务所之
一，在德国十个城市以及包括上海、新加坡在内的海
外六个城市拥有分支机构或合作伙伴。为服务中德双边
投资，陆德在上海和德国的多个城市设有阵容强大的中
国团队，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综合性的法律和税务咨询服
务，尤其在中德跨境并购、重组、投资、上市等领域具
有丰富经验。

Anna-Schneider-Steig 22, 50678 Cologne

传真:  +49 221 9937 110
网站:  www.luther-lawfirm.com

规定，中国企业可以在交易合同签署后、项目实施
前申请取得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实践中我们仍
建议，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在交易合同签署前就提
交相关申请材料，从而尽早保证交易的确定性。

四、结语

　　截至2014年，中国政府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方
面一直采取宽松政策，引发了中国投资者海外并购
的热潮。大量资金的涌出，非理性的对外投资，引
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从2016年底开始对企业境外
投资实施审慎的监管。从2017年大量颁布的新规可
以看出，中国政府鼓励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
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境外投资项目，特别是与“一
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投资项目更会得到政府的大力
扶持。另一方面，对短期、投机行为则会加以严格
管控，除目前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
育俱乐部等被列为限制类的境外投资外，相信会再
根据投资情况和产业政策调整受管控的海外投资范
围。

　　与此同时，德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条例》
的颁布实施，也使中国企业对德投资受到额外的限
制。近期，国有企业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收购德国航
空部件公司�Cotesa�的项目也正在等待德国经济部的
审查结果。尽管中德最近同时收紧了监管政策，但
除敏感领域外，我们并不认为这将成为中国企业赴
德国进行并购投资活动的真正壁垒。虽然并购交易
的绝对数量也许在短期内会有所下降，但相信未来
会有更多规模更大、运作更规范的海外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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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玲

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企业德国并购后的文化整合

引言
　　这个话题可以讲几天，书面却很难解释。文化
（差异）非常抽象，看不见摸不到，但渗透于企业
的各方面，如组织机构、战略、人事、财务、销售
及决策等。

　　无论是什么文化，经营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发
展、盈利、开发市场、提升竞争力的问题，都要管
人，都有社会责任，各国企业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
差异。但在具体怎样构建和发展一个组织，怎么去
实行战略，怎么用人，怎么开发市场，怎么销售，
怎么实现社会责任等问题上，不同国家的企业是有
很大的文化差异的。正是这些差异给跨国文化管理
带来了挑战。但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且企业
都有着共同的目的，如提高竞争力、盈利、发展人

才及履行社会责任等，让企业得以在相互了解的过
程中寻求解决方案。而且正是差异才为解决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差异是挑战，更是机遇。

　　为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笔者将在本文中采用
理论结合实例的方法。例子只能反映一个点，所以
是不全面的。

　　关于文化的理论有多种，但每种不一定能覆
盖实践中所有的经验。本文选择了目前笔者认为既
简单又较全面的模型。所举例子不是所有公司的
经验，而是笔者的经历和观察并和多家中德管理层
交流的结果。在有些例子中，如有企业有相反的经
验，也是可能的。本文例子应当视为看问题的一个
角度。

图1:  把传统的从并购过程的角度换成从创造企业价值的角度观察并购
来源:  Philippe C. Haspeslagh, David B. Jemison, Managing Acquisitions: Creating Value Through Corporate Renewal, New 
York, 1991.

图2:  并购整合模式
来源:  Philippe C. Haspeslagh, David B. Jemison, Managing Acquisitions: Creating Value Through Corporate Renewal, New 
York,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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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is the last thing a fish notices“ 
— R.M. S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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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中没有解决方案：因为公司不同，特别是
人不同，就是看上去一模一样的问题，深入研究在
细节上都有不同。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解决方案是
否彻底以及是否具有持续性。提供具体方案可能会
误导。而且在中德并购中，中方和德方经理通常都
非常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旦理解了问题的真正所
在，多数时候都能解决。最困难的是没有意识到问
题，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笔者希望以本文抛砖引玉，提供一些从根本角度来
分析所面临的问题的工具。

1）并购整合的模式

　　首先我们换个角度观察并购（图1）：对于企
业经营来讲，更重要的是从创造价值而不是从过程
的角度来观察并购。

　　决定一个并购是否能创造价值有两个阶段：决
定和整合。因篇幅有限，这里的讨论仅限整合。

　　战略能力的传输是双向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三
类。第一是共享经营资源：比如合并销售团队、共
享销售渠道、供应商或生产车间、办公室等。而
中德企业在上述方面差异非常大，多数情况下不适
合。第二是技术能力的传输：这是中国企业最需要
的，也是最困难的部分。技术能力被一群个体掌
握，深植于企业的程序和文化中。传输需要对双方
企业有深度了解，并通过前期很多准备来打基础。

这非短期内可达到的目标，需要时间和软能力。�
第三是全面管理能力的传输：比如战略方向、资源
配置、人事制度、商业计划及管控等。

　　很多海外甚至本土并购不成功，是因为没有尊
重并购中被购方的心理因素，强制性地干涉并破坏
被购企业的界限，导致从上到下的抵触。这方面，
中资企业更加明智及宽容，能非常快速地从过往的
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这两年中企海外并购作
得越来越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中企四年前收购一家世界领先的德国集团剥
离出来的事业部，当时引起包括总部员工共四万人
的罢工抗议。这家中企业立即和工会及员工代表进
行有效的沟通，保障德国标的企业的独立自主及工
作岗位，使并购顺利完成。今天这家被并购的公司
实现盈利。而同时有一家类似的并购，买方是日本
企业，三年后被购公司宣布破产。日企在德国的并
购很多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利用本土管理人员的
优势及对市场和客户的理解，而是用母方的管理方
式来管理德国企业，破坏了企业边界，从而破坏了
被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然导致失败。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被购企业的边界和独立
自主保障了其核心竞争能力不受破坏。由此却造成
了能力传输很困难，因为能力传输必然要打开企业
的边界。这个矛盾是任何并购整合都会面临的巨大
挑战。

图1:  把传统的从并购过程的角度换成从创造企业价值的角度观察并购
来源:  Philippe C. Haspeslagh, David B. Jemison, Managing Acquisitions: Creating Value Through Corporate Renewal, New 
York, 1991.

图2:  并购整合模式
来源:  Philippe C. Haspeslagh, David B. Jemison, Managing Acquisitions: Creating Value Through Corporate Renewal, New 
York,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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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pe�C.�Haspeslagh�和�David�B.� Jemison�对并
购面临的这个“矛盾”进行了研究，就此提出了建
立在并购所需达到目的之上的整合模式（图2）。
之后理论及实践中的并购整合模式基本都是在此基
础上衍生出来的。�

吸收型整合：

　　比如：共享生产技术及场地、销售渠道、供应
商或其他资源

　　破坏被购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可能性大。由
于中德企业之间的文化、组织机构、生产工艺、市
场及客户等多方面的差异过大，该类型的整合方
式总体上不适用于中企海外并购。中企早期采用
过这种整合，如�2005�年�BenQ�收购西门子手机事业
部，2006�年宣布破产，引起罢工抗议，吸引很大
的媒体注意，至今仍有消极影响的遗迹。

保护型整合：

　　双方的互动基本上局限于德方管理层和中方股
东代表：通过监事会或咨询委员会。被购企业的独
立自主及核心竞争能力得到保证。该类型的整合方
式适用中企的海外并购，尤其是跨行业并购或资本
投资。保护型整合同样可使双方企业产生协同价

值，其“滋润”作用不可忽视。此外，保护性整合
有传输管理及战略思维能力（双向）的可能性，不
过它很难实现其它协同效应。

合作型整合：

　　双方的互动不仅局限于监事会或咨询委员会，
也反应在了工作层面上。这是实现协同效应（除了
全面管理能力之外），特别是技术传输所必需的
条件。这种模式适用同行业的并购，对股东代表的�
“软能力”要求非常高，且要对双方企业的组织结
构有充分的了解。在这种模式中，在被购企业中建
立桥梁作用及其重要。

　　潍柴收购Linde，北方凌云收购�Kierkert�及上工
申贝收购�Dürkopp�Adler�属于这类整合的成功案例。

2）整合成功的前提条件

　　营造一个充满信任及合作的环境和气氛对并购
后能力的传输是不可缺少的。

　　创造这种气氛的可能性是多样的。每个企业情
况不同，从而有各自的方式。但其中也有共同的因

图3:  整合成功的前提条件 
来源:  Philippe C. Haspeslagh, David B. Jemison, Managing Acquisitions: Creating Value Through Corporate Renewal, New 
York, 1991.

图4:  人类心理“软件”的编程 (Human Mental Programming)
来源: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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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例如满足被购买方组织机构独立自主的需求；
拥有被双方信任的起桥梁作用的人员（中国人或德
国人）；双方的管理层拥有高度的觉察力；有开
放、公平及互赢的态度及对对方的不同有理解和尊
重的意愿是创造这种气氛的重要前提条件。

3）文化，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带来
的潜在冲突

　　什么是文化和文化差异？全球组织机构及文化
差异管理研究权威�Hofstede�和�Kluckhuhn�对文化的
定义是:

　　将一个群体或类别的成员与另一个群体或类别
的成员区分开来的人类心理的集体共同“软件”，
即：思维、情感和行为。它们对信仰，态度和技能
产生影响。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人类心理的软件
的编程见图4�。

　　集体的范围非常之广，大到国与国，组织机构
与组织机构，小到家与家之间，它们又相互影响，
随着时间和大环境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中。这篇文
章里指民族或国家文化。文化的多个层面见图5�。

　　文化的最外层是象征/标记（Symbols），包括
语言和文字。这是文化差异里最容易突破的差异。

图3:  整合成功的前提条件 
来源:  Philippe C. Haspeslagh, David B. Jemison, Managing Acquisitions: Creating Value Through Corporate Renewal, New 
York, 1991.

图4:  人类心理“软件”的编程 (Human Mental Programming)
来源: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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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的对比
来源:  阿克苏地区工会: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  网址:  
www.aksgh.org/template/10001/fi le.jsp?aid=2454 ;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基本法》的中文译本, 网址: max.book118.com/html/2015/0916/
25521393.shtm;  德国基本法部分由笔者翻译 表2:  中资企业德国并购面临文化差异的优势和挑战

图5:  文化的不同层次
来源: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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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导向 适应欧洲及西方市场的计划
接受风险 对社会及法律体系的理解及接受
长期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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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确是一个障碍，也会造成一些误解，特别是
开始阶段，但对整合没有实质性影响。相反，企业
反倒可以利用语言障碍来成功解决因文化差异而引
起的交流困难。以上工申贝收购�Dürkopp� Adler�为
例，其中方执行总裁郑莹女士曾提到：“我不会德
语，德国同事不会中文，英文都不是我们的母语。
如果还拐弯抹角就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所以
我们双方都非常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图，这助
进了我们的沟通。”这种觉察力及转障碍为机遇的
能力是在海外并购整合中最珍贵的能力之一。

　　英雄人或伟大人物（Heroes）是文化核心——
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极为形象的表达。笔者曾
问过非常多的德国人谁是他们的英雄或伟人。很多
人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英雄伟人是很遥远的概念。
对一部分人而言更有意义的是是普普通通、默默无
闻帮助着其他人的老百姓；对另一些人来说，英雄
是拥有神奇力量的人物，如蜘蛛侠或者蝙蝠侠；还
有一部分人视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或修女特
雷莎为英雄。共同点是：英雄或伟大人物一定是帮
助或解救他人的人。没有德国人会把政治家或企业
家看成英雄伟人。

　　这点在中国是非常不同的。论英雄，笔者首先
想到了诸葛亮，关羽，尧舜还有雷锋。其他人还想
到孙悟空，秦始皇，成吉思汗，孙中山，毛主席，
蜘蛛侠，拿破仑，凯撒大帝等，有少数还提到马云
或任正非。在中国，英雄这个概念常和他所拥有的
权力、地位、能力及智慧联系起来。特朗普在德国
是个极端负面的形象，在中国则不一定。有人视他
为榜样，因为他能破产后东山再起，重建他的商业
帝国。笔者无意在这里做任何评判。好坏、对错，
多数情况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与出生家庭及文化
背景有关。意识到这一点可以在意见不一的时候帮
助人们保持清醒，了解意见相左并不是个体间的想
法不一致，而是背后的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在
我们看来正确的观点，可能在别国人眼里就是不妥
的。倘若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很多矛盾也就能相应
化解。

　　文化再深一层是仪式（Rituals）：在这一层面
产生矛盾及误解的原因更深层，解决也更复杂。笔

者将法律制度归到这一类。中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
的第一条就是差异的典型体现（见表1）。

　　笔者常被问及德国人对中国人怎么看，为什
么还有那么多的偏见。在德国生活工作20年的感受
是，德国人对中国的重视和尊重是日益提高的，很
多德国企业开始想了解中国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有
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德国管理人对中企是欢迎
的，因为他们比美国或其他股东更能利用本土人
员。但另一方面，德国人对中国的抵触随着中国势
力的扩展在增加。从中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的第一
条可窥其因：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从某种
程度上是不可逾越的。且中国这么大，仅上海、北
京、重庆的人口总数就是德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德
国和其长期的盟友美国或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渐拉
开距离，这里面当然有利益的冲突，但最根本的是
价值观出现本质的不同。

表1:  中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的对比
来源:  阿克苏地区工会: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  网址:  
www.aksgh.org/template/10001/fi le.jsp?aid=2454 ;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基本法》的中文译本, 网址: max.book118.com/html/2015/0916/
25521393.shtm;  德国基本法部分由笔者翻译 表2:  中资企业德国并购面临文化差异的优势和挑战

图5:  文化的不同层次
来源: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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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尊重及保护此项
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
义务。
二、因此，德意志人民
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
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
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
义之基础。
三、下列基本权利拘束
立法、行政及司法而为
直接有效之权利。

优势 挑战
倾听 领导方式
耐心 交流及透明度
客户导向 适应欧洲及西方市场的计划
接受风险 对社会及法律体系的理解及接受
长期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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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和信仰（Values� and� Beliefs）是文化的
核心，也是最难受影响的一个层面。很多长时间不
能解决的冲突表面上是事或人，真正深入看则是价
值观的冲突。我们有时称为原则性问题。因为无影
无形，自然得像呼吸的空气，很容易被忽视，影响
力却是最大的。以下是价值观差异的案例:

例1：

　　笔者1996年进入其服务了近20年的博世公司在
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合资公司购于1995，
由博世控股。我是德国技术总裁秘书。进公司碰到
厂房改建，我老板坚持总部的规则使用环保建材，
成本高出国内通用材料的几倍，中方上下经理都不
同意，也不理解，原因是中国对厂房没有这么高的
要求，公司尚处在起始亏损阶段，盈利才是第一
任务。会议上我做翻译，我老板说：我们来中国，
当然要赚钱，但我们不希望破坏你们孩子的生存环
境。100年后，你们孩子的孩子们也有权拥有一个
好的环境。

例2：

　　中企收购德方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用德国的技术
和产品打开或扩大中国市场。在收购一家德国隐性
冠军（Hidden� Champion）后，双方就怎样开发中
国市场产生了矛盾。中方希望迅速打入并扩大市场
份额，成为中国甚至世界市场领导者。德方认为扩
张太快，很多资源特别是技术和人力资源跟不上，
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影响他们的声誉和市场领先
地位。这是价值观的冲突：无论是中方还是德方都
想成为市场领导者，但途径是不同的。中企关注市
场，通过抢占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从销售额成第
一，而德企是聚焦自己特定的目标客户群，高品
质，高价格，通过技术做目标客户市场第一。

　　随着全球化进程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任何文化都在深度的变化之中，有些方面的融合及
影响更容易、更快速，有些方面的变化则是一个非
常长期、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过程。文化在靠近，
思维方式在靠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则在明
显加剧。

　　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反映在不同方面，
对并购后整合有影响的一些因素请见图6�。红色标
记的三个层面是最突出的。价值观前面已举例，不
再阐述。

　　对法律及管理体制理解的不同会给并购后的整
合目的的达成或交流造成困难：

例1：许可

　　有公司在德国购买了房地产，有一栋楼想改造
成中国古式的雕梁画柱的风格，准备派十几个员工
过来，结果签证一直拿不到。而且在德国改变建筑
的外观需要建筑局的批准。对德国法律及管理体制
不了解使得计划不能进行。

例2：工作签证

　　有些公司收购德国子公司后（特别是比较小的
德国子公司），派驻多名国内员工过来。有些员工
没有拿到工作签证，但仍以其他方式在子公司上
班，德方经理过了很久才偶然得知，按德国法律，
他个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而这个法律责任甚至不
在责任险范围内，因为违法。

例3：政府代表临时访问

　　这是很多被购企业碰到的问题：时不时会接
到中方母公司的电话，有政府代表团一两天后来德
国，要跟德国公司本市的政府代表交流。这让德方
非常的不快，认为是不尊重。在德国，政府之间的
会面需要提前很长时间约定，而且通常不会通过企
业。政企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国这么紧密。

图6:  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不同因素

对法律及管理体制的理解

价值观

领导方式

组织结构

商业惯例

奖励制度

决策过程

谈判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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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方式主要有两方面：做决定时更多听取德
国管理层的经验；加强交流及提高透明度。交流和
透明度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在少数情况下还
有“一言堂”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见，一般
是发生在中国母公司比德国子公司要大很多的情况
下。

例1：交流和透明度

　　收购结束后，母公司派了一批人了解德国子公
司。德国同事不知道中国同事具体在了解什么，观
察到资料不停发回中国总部。几年后他们才知道
中国同事了解的内容对产生协同效应有非常大的帮
助。但是没有任何回馈交流的几年是非常恐怖的。
人的心理如此，不知道就会猜测各种可能性，且多
为不好的可能性，这会造成恐惧和抵触情绪。

　　如果读者有机会观察德国父母和孩子交流，便
更容易了解德国人的沟通方式。德国孩子从小就被
告知家里重大的事情。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越高的
家庭越是这样。孩子提出的意见也能立即得到家长
的回馈。

例2：更多听取德国管理层的经验

　　有些中国母公司比德国子公司大很多，在做长
期战略计划时，特别是关于全球发展方面，有时听
取德国管理层的意见不够。德国公司有发达市场的
经验，很愿意为母公司的发展提供他们的建议，但
是不被重视或没有被引入到决定过程中，这是非常
可惜的被浪费的宝贵资源。让德国子公司充分参
与管理，利用他们数世纪积累下来的欧美市场的经
验，能避免大风险，并极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我们为中国客户赴德国乃至欧洲投资提供优质、高效的综合性法律咨询服务，包括企业新设、

并购、重组、合资经营，以及境外上市、劳动人事、房地产等各种法律事务，并接受委托为客户解

决争议或参与诉讼提供专业协助。我们的中国团队分别由德国和中国的执业律师、法律专家、税

务顾问组成，在协助外国企业进入和开拓德国及欧洲市场方面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

 

德国办公室： 柏林、杜塞尔多夫、埃森、法兰克福、汉堡、汉诺威、科隆、莱比锡、慕尼黑、斯图加特

海外办公室： 布鲁塞尔、伦敦、卢森堡、上海、新加坡、仰光

陆德企业财税服务：德里-古尔冈、吉隆坡、上海、新加坡、仰光

联系人：

Thomas Weidlich（合伙人、德国律师）

电话: +49 221 9937 16280
thomas.weidlich@luther-lawfi rm.com

沈媛 博士（资深法律顾问、中国律师）

电话: +49 221 9937 25075 
yuan.shen@luther-lawfi rm.com

值得信赖的中德专家

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切中要点·成就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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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公司因为德国子公司发展良好，就制定了
非常激进的扩大投资计划。可能的结果是德方计划
最多投五条线，而中方一把手决定投20条线，且不
允许有不同意见。西方市场和中国市场非常不同，
德国公司已经积累了数十年欧美市场变化的经验，
知道在经济萎缩期间这些投资会造成巨大的负担。
而和中国不同，在德国要重组辞退员工是非常困难
的事情，且成本巨大。当然德方如果过于谨慎，也
会错过发展的机会。所以在大的投资决定上，多花
些时间进行对话交流是非常值得的投资。

4）中资企业预防及解决文化冲突
的优势及挑战

　　中企在海外并购面临文化差异时，有很多自身
优势可以预防并解决冲突。最明显的优势是中方代
表能花时间倾听和理解，这是建立信任的基础。表2�
为中企的优势和挑战的总结。

　　正如中国的阴阳平衡论，任何优势过了头就会
成弱势。例如风险过大可能会在某一时刻对公司造
成致命打击。控制的风险能保障公司的长期持续发
展。所以黄金之道是取中德之所长，达成机遇和风
险的平衡。

总结

　　并购整合是人的整合。文化差异在中资企业的
海外并购中是挑战，更是机遇。中国企业在海外并
购中进步非常快速，每年都比前一年成熟。能明智
和理性地利用本土管理团队，能倾听，给予被购企

朱西玲
u b r 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及负责人

　　朱西玲1994年毕业于南
京大学德语专业。1997年她
赴德国深造获得工商管理硕
士。2002–2015年她在德国
汽车零部件集团博世公司先
后从事集团报表、财务、项
目管理及并购剥离项目的工
作，并于2006年开始担任领
导职责。2012年她被派至中国交割完成一个中德合资企
业的收购项目，并作为德方代表担任合资企业的 CFO 及
并购后整合负责人。2015年她辞职进修。获得法兰克福
金融管理学院并购法学硕士后，创立了 u b r 咨询公司，
专对中资企业在德并购整合提供咨询服务。

u b r consulting GmbH

　　u b r 咨询有限公司专门致力于中资企业在德国并购后
的整合管理，协助制定整合战略，实现协同效应，达成
共赢。

u b r consulting GmbH
understand | bridge | resolution

电话:  +49 69 3487 5155
电邮:  info@ubr-consulting.com
网站:  www.ubr-consulting.com

表1:  中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的对比
来源:  阿克苏地区工会: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  网址:  
www.aksgh.org/template/10001/fi le.jsp?aid=2454 ;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基本法》的中文译本, 网址: max.book118.com/html/2015/0916/
25521393.shtm;  德国基本法部分由笔者翻译 表2:  中资企业德国并购面临文化差异的优势和挑战

图5:  文化的不同层次
来源: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2001

如：文字、手势、图片或事物
最容易受影响、消失、改革或生成

被作为榜样和行为标准的现实,
想象或卡通中的人物；随信息技术的发展,

也开始容易改变

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无形，
通过其他层次外在表现出来，
最容易改变

如：吃饭、开会、送礼的仪式
饮食、法律制度

象征/标记

英雄人物

仪式

价值观外在体系 价值观/
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联邦德国基本法
序言 宪法是法的组成部分，

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
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
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
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
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
度，即社会制度、国家
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
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
权利义务等内容。宪法
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

我德意志人民，意识到
自己在上帝和人民面前
的责任，愿作为统一欧
洲一个平等成员为世界
和平做出贡献，兹本制
宪权力制定此基本法。
我巴登-符腾堡（Baden-
Württemberg）、��
及图林根（Thüringen）
各邦之德意志人民依自
由决定完成德国之统一
与自由。因此，本基本
法适用于全体德意志
人民。

第一条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
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
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
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章 基本权利
第一条
一、人之尊严不可侵
犯，尊重及保护此项
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
义务。
二、因此，德意志人民
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
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
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
义之基础。
三、下列基本权利拘束
立法、行政及司法而为
直接有效之权利。

优势 挑战
倾听 领导方式
耐心 交流及透明度
客户导向 适应欧洲及西方市场的计划
接受风险 对社会及法律体系的理解及接受
长期战略方向

业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力，为整合成功打下了良好基
础。认知价值观，领导方式及法律和社会的体制等
其他方面的差异有助于中资企业整合中实现更深广
的协同效应。

　　如同体育，经营企业越来越没有文化边界。
每个文化的特色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可能
性。在公平、透明和互利双赢的愿力下，各种文化
的交融会为企业的发展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无限
的可能性。愿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越来越成功，为中
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   寻找销售、采购以及战略合作伙伴
 ▶   中德、德中双向联系专为企业与机构服务
 ▶   德中经济联合会会员免费使用

DeZhong.de

DeZhong.de
德中经济合作平台
Börse für deutsch-chinesische Wirtschaftskooper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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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W GmbH 为德中经济联合会（DCW e.V.）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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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经济联合会 Fax: +49 221 120417
Deutsch-Chinesische Wirtschaftsvereinigung e.V. 
Unter Sachsenhausen 10–26
50667 Cologne, Germany 

入会申请

本人/本团体申请加入德中经济联合会，成为

个人会员

个人会员是指自然人会员身份。年会费 360 欧元。

单位会员

联合会年会费等级与以下三项指标相关联。请您根据上一会计年度数据，在对应栏中划“”：

员工数： <10  < 250  ≥ 250

年度营业额（单位：万欧）：  ≤ 200  ≤ 5000  > 5000

资产总额（单位：万欧）：  ≤ 200  ≤ 4300  > 4300

年会费因公司规模不同分 360 欧、480 欧和 600 欧三种。

集团会员

属同一集团的多家公司可以选择由一家公司（总公司或分公司均可）上交年会费 960 欧元，集团下所有公司均
可享受联合会会员待遇。若贵公司未知集团中是否已经有公司是联合会会员，敬请垂询德中经济联合会办事处。

德中经济联合会依照德国法律对公益性协会的规定进行缴税。会员企业/个人交纳的会费属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计算

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机构/协会名称

联系人

街道地址/信箱/补充地址/邮政编码/城市/省份/国家

电话/直拨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网址

我方授权德中经济联合会将联系方式转给（请选择）：

  德中经济联合会会员   德中经济联合会会员和其他合作伙伴   不可转交

日期 签字/章

依照德中经济联合会章程，若会员不按期提交退会申请，会员资格自动顺延到下一年。会员可向董事会发出书面说明

并在会计年度结束前三个月通过挂号信解除其会员资格（即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