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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桥梁

“德国是中国公司最青睐的投资地点之
一。这有足够的理由！广泛的专业知
识、高度发达的机器甚至可靠的基础设
施。在涉及外国投资的法律、税务或其
他经济问题时，罗德是第一个以您的语
言提供“一站式服务”定制解决方案的
公司。”我们熟知法律因素与政治形
势，因为我们扎根于德国。此外，我们
的国际经验使我们能够在众多不同文化
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Rödl & Partner



成就于德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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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欧洲，德国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 年两国建立
外交关系开启了一个成功的故事，这使得两国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紧密。2018 年，德国对华出口额约 931 亿欧元，进口额
约为 1062 亿欧元。德国是中国在全球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贸易额约 
2000 亿欧元。数据还表明，强劲的经济关系也反过来使得中国成为德
国在全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此背景下，德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远远超过中国公司在德国的投资
则更令人惊讶。目前，约有 900 名中国投资者在德国投资，而 2017 
年已超过 5200 家德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直接投资额约为 800 亿欧
元。中国古老传统的变化几乎难以觉察，但中国投资者在德国市场上
的活动却不断增加。为进一步发展中德经济关系并进一步刺激两国投
资，2014 年在柏林成立了欧洲第一家中国商会。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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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创造与天赋 

德国一直以发明家、发现者、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而闻名。这种创造力
不仅体现在磁悬浮列车（赫尔曼·肯珀，1934 年）、安全气囊（梅赛
德斯-奔驰，1971 年）或者火花塞（罗伯特·博世，1971 年）之类的
发明中。还有一些极具创造力的人物，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
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托马斯·曼或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们
的作品已经成为德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德国以拥有近 
8200 万人口在全球专利排行榜上占据第二位。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没有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修
补方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导致了德国工业的不断成功。
 
德国公司及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其高质量的标准而享誉世界。因
此，“德国制造” 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德国已经成功吸引了 55,000 
多家外国企业。这显示了德国市场上商业关系的国际化程度。德国是众
多全球市场领导者的故乡，而且往往还有许多隐性冠军，特别是那些在
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部门、汽车和汽车供应行业以及医疗设备行业运营
的企业。

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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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德国？

如果没有优秀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所有学科的高素质专家和管理人员，
德国经济的成功将无法想象。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邻国的过境国，德国
可以通过公路、铁路、航空甚至内陆水路提供快速有效的运输连接。
德国的国际港口（例如汉堡港）证明了其出色的运输基础设施。从法
兰克福最大的国际客货机场出发的直飞航班，使前往中国各大城市的
交通顺畅、便捷。 

德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具有竞争力的税收
体系。此外，避免双重税收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是保护中德投资的基
础。作为欧盟成员国，在德国的投资为进入整个欧盟单一市场提供了
机会！在此背景下，欧盟已开始与中国谈判，旨在批准一项全面的投
资保护协定。

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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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

然而，必须牢记的是：万事开头难。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仍然
惊人地巨大。尽管中国已经开放了 40 多年，但双方的心态差异仍
然影响着两国的经济合作。在商务谈判期间，需要很大的耐心，合同
解释上的差异可能很快导致误解，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法律纠
纷。频繁出现的语言障碍问题只是许多德国企业不愿接纳中国合作伙
伴的原因之一。文化差异不仅仅是指双方商业伙伴的价格意识。德国
企业更加务实，主要关心的是企业效率。他们希望尽快完成谈判，以
便能够重新回到并直接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这也反映在德国公司
的结构上。其扁平化的层级结构使快速的决策过程得以实现，并显示
出员工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在商业伙伴之间的合作中，文化
差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当 “雇员/员工”的议题出现在谈判
议程上时，都应该极其敏感地加以处理，并对每个细节进行讨论。在
此过程中，身边就需要一位精通德国与中国文化的顾问。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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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吸引力的商业收购机会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极具吸引力的行业包括机械工程和工厂建设、电
子行业、高质量消费品以及 IT 和通信。因此，中国机械制造商徐工
集团（XCMG）收购了德国混凝土制造商施维英（Schwing）。中国
三一集团（Sany Group）收购了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
。此外，在其他领域的收购，例如对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库
卡（KUKA）或汽车供应商凯毅德（Kiekert）和电脑交易商麦迪龙
（Medion）的收购，也预示着未来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对德、对
欧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国化工集团收购瑞士化工
集团先正达（Syngenta），交易额近 400 亿欧元。

斯图加特



罗德在德国与中国 

早在 1977 年，罗德就为在德国市场的客户提供现场协助。根据过往
经验，我们非常熟悉客户的要求、关注点和需求，尤其是那些有着国
际业务说德语的客户。近 40 年来，我们一直协助企业在德国和世界
各地开展业务。在此期间的 25 年里，罗德一直在中国设有全资子公
司。通过在中国的办事处，我们为从中国到德国和从德国到中国的大
量客户的业务往来提供咨询。作为首批获得中国营业执照的德国专业
服务公司之一，罗德通过由中德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在中国市场开
展业务。您也可以联系罗德在德国的分支结构，与中国和亚洲保持联
系。我们在斯图加特、纽伦堡和慕尼黑的德国和中国专家随时待命，
为您的业务提供支持。如果您选择在德国的另一个地点进行项目，我
们的专业同事将很乐意为您协调工作。 

我们全面的（行业）专业知识和对中德文化的深刻理解。在众多因素
中的这两个理由就已使罗德成为您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在德国或其
他欧洲国家为您的企业提供从计划和市场进入到处理税务、法律和会
计等问题的所有帮助。罗德提供的服务组合包括我们全面咨询方法的
所有要素。 



我们为在德国的中国公司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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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为客户提供有关审计、业务流程外包、法律和税务等所有方面的
咨询。我们在为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方面有着多年经验，
几乎涵盖所有与他们在德国的企业有关的法律和税务问题。最受欢迎
的服务包括： 
 – 设立公司
 – 并购交易处理（业务收购与处置）
 – 尽职调查
 – 重组
 – 合资企业相关咨询
 – 起草商业代理合同
 – 出庭诉讼
 – 解决劳动相关事宜
 – 按照德国和国际标准进行会计核算（HGB, IFRS）
 – 税务机关在税务稽核期间编制报税表及提供协助
 –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 员工税务方面的所有服务
 – 就签证及居留事宜提供咨询

纽伦堡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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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综合性咨询事务所，罗德在全世界 50 个国家拥有 107 家自
属的分支机构。我们全球 5260 名员工得到了客户的信赖。 

罗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77 年，作为一家“一人事务所”在纽伦堡开
业。与我们全球化运作的客户并肩前行促使我们设立了第一批独立的
分支机构。1991 年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了中欧以及东欧。1994 年进入
亚洲市场，此后相继在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地区设立办公室，1998 年进
驻西欧和北欧，2000 年进驻美国，2005 年进驻南美洲，2008 年进
驻非洲。 

我们的成功历来都建立在我们德国客户的成功之上：客户有经济发展
潜力的地方，就有罗德的身影。相对于建立公司网络或发放特许经
营，我们选择设立自属的分支机构，依赖员工间跨界的紧密合作。这
也是罗德代表着同一来源的国际化专业知识的原因。 

我们的信念来源于我们与许多人，尤其是德国家族企业分享的企业家
精神。他们欣赏个人服务，并重视与他们亲眼为见的咨询。 

“唯一专属联系人”是我们区别于他人的特色。我们的客户拥有特定
的联系人，从而确保罗德提供的系列服务能够更加尽善尽美为客户所
用。我们的“全方位专员”为客户时刻准备着，他们了解客户的需
求，明辨问题的所在。当然，在危急时刻，他们也是客户的第一联络
人。 

建立在互信和长期合作基础上的公司理念和客户关怀，也是我们的独
到之处。在罗德，客户的需求不会在各个领域被分化开来，基于我们
在各个商业领域的能力，我们能够采用学科间交互式的工作方式，将
客户需求无缝对接到我们的跨专业团队中，从而形成“一站式服务”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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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的荟萃 

在罗德，会计、审计师、律师、管理及税务咨询师并非各自单枪匹马
各自发展，而是在各个领域如齿轮般紧密契合、共同工作。我们从市
场出发，为顾客着想，由我们的专业团队为您达成目标。
 
我们的跨专业服务、国际化经营、以及在德国家族企业中的优势都并
不唯一。但唯有罗德能够将三者完美结合，唯有罗德能够定位德国企
业，为其提供全方位全球化的咨询服务。

奥地利 • 阿塞拜疆 • 白俄罗斯 • 巴西 • 保加利亚 • 中国 • 克罗地亚 •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 丹麦 • 爱沙尼亚 • 芬兰 • 法国 • 格鲁吉亚 • 德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 匈牙利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意大利 • 哈萨克斯坦 • 肯尼亚 
拉脱维亚 • 立陶宛 • 马来西亚 • 墨西哥 • 缅甸 • 挪威 • 菲律宾 
波兰 • 葡萄牙 • 罗马尼亚 • 沙特阿拉伯 • 塞尔维亚 • 新加坡 •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 南非 • 西班 牙 • 瑞典 • 瑞士 • 泰国 • 土耳其 •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英国 • 美国 • 乌兹别克斯坦 • 越南



您在德国的联系人 

纽伦堡 

地址：Äußere Sulzbacher Str. 100 
90491 Nuremberg

Peter Bömelburg 博士教授
电话： +49 911 9193 2100
电子邮件：peter.boemelburg@roedl.com

Thilo Ketterer 博士
电话： +49 911 9193 3062
电子邮件：thilo.ketterer@roe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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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地址：Denninger Straße 84
81925 Munich

Mathias Müller
电话： + 49 89 9287 80 210
电子邮件：mathias.mueller@roedl.com

斯图加特

地址：Friedrichstraße 6
70174 Stuttgart

Jiawei Wang
电话： +49 711 7819 1432
电子邮件：jiawei.wang@roedl.com

慕尼黑 

纽伦堡

斯图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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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中国的联系人

北京 

地址：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 37 号盛福
大厦 2200 室
邮编 100125 

Christina Gigler (法律)
电话： +86 10 8573 1300
电子邮件： christina.gigler@roedl.com

Kathy Chen (业务流程外包 / 税务)
电话： +86 10 8573 1300
电子邮件： kathy.chen@roedl.com

广州  

地址：广州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5 楼 
邮编 510620

Peter Zhang
电话： +86 20 2264 6371
电子邮件：peter.zhang@roedl.com

香港 

地址：香港中环百花街 43 号
The Workstation 701 室

Marc Tschirner
电话： +852 3101 3000
电子邮件：marc.tschirner@roedl.com

上海

地址：上海世纪大道 1600 号陆家嘴商
务广场 31 楼 邮编 200122 

Sebastian Wiendieck (法律)
电话：+86 21 6163 5329
电子邮件：
sebastian.wiendieck@roedl.com

Qing Cheng (业务流程外包) 
电话： +86 21 6163 5266
电子邮件：qing.cheng@roedl.com

Vivian Yao (税务)
电话： +86 21 6163 5258
电子邮件：vivian.yao@roedl.com

Roger Haynaly (审计)
电话： +86 21 6163 5305
电子邮件：roger.haynaly@roedl.com

太仓 

地址：郑和中路 319 号东亭大厦 16 楼  
邮编 215400 

Joschka Barde
电话： +86 21 6163 5208
电子邮件：joschka.barde@roedl.com

北京

上海

香港

广州

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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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edl.com/china

LinkedIn (领英):
Rödl & Partner China

http://www.roedl.com/china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roedl-partner-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