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广泛的服务网络
毕马威是公认的国际领先的审计、税务和咨询服务机构， 在150个国家拥有13.8万员工。
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的网络涵盖了中国投资者感兴趣的投资热点地区。 服务中心的团队由资深的专家
组成，为对外国企业投资中国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优质的服务。
位于比利时的中国业务部是毕马威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团队有多名高级合伙人和具备长期从业经验的多领域专
业人员组成。他们与中国和欧洲的地方和中央机构都有着多年积累的稳固的工作关系。 此外，毕马威国际的新
任主席将长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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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包括陌生的税务、法律制度， 不同于国内的 会计准
则，以及商业习俗和文化上的差异等。尽管如此，比利时具备九大比较优势可以作为您投资欧洲
首选的商业平台.
1. 比利时坐落于欧盟巨大和繁荣的客
户群的中心位置：以布鲁塞尔为原
点的500公里内聚集了欧洲消费能力
的60%。

区。 这意味着比利时企业的境外收
入可享受预提税的减免。（具体请
参考毕马威比利时税务专家为您准
备的税收手册）

如， 布鲁塞尔办公楼租价比阿姆斯
特丹低10%， 比法兰克福低48%，
比巴黎低175%， 仅是伦敦的四分之
一。

2. 欧洲的决策中心-布鲁塞尔: 为了接
近欧洲的经济和金融权力中心，跨
国企业争先在比利时开设业务。

8. 房地产价格和费用低廉: 与欧洲其
他城市相比， 比利时在房地产租赁
和购买价格上享有很大的优势。比

9. 卓越的生活品质: 比利时有着欧洲最
好的医疗保健体系之一， 各项基础
设施优良，外国人在这里生活十分
便利。

3. 设立企业欧洲总部和配销中心的绝
佳选择: 比利时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
公路和欧洲第二大港 – 安特卫普。
从比利时派送到西欧各国的商品货
物都可以在24小时内到达。

• 节能环保

• 比利时在生物技术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领域是经济合作
和发展组织的领头羊。这些都表现在生物制药专利权
的申请、在开发药物、生物科技的风险投资和生物科技
企业的数量上。比利时的生物科技企业的营业额占了全欧
洲的16%, 其研发费用占了欧洲的10%。
• 比利时的制药产业世界领先。每年该行业的研发投资超过
15亿欧元。 这相当于比利时所有非公研发投资的40%， 是
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 生物科技
• 新材料

• 比利时的航空航天工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欧洲的
飞行器和航空器，包括w了比利时的技术秘诀。

• 新一代信息技术

• 信息通信行业正在比利时蓬勃发展。该行业对比利时国民
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4%。

比利时在这七大产业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海外
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 比利时企业在风能、风场、光电和生物燃料设备领域有
着成功的世界性领先的技术和经验。为鼓励在这些新能源
领域的投资，比利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专门的激励政
策。

• 比利时政府当局施行对企业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激励措施。
对能够减轻环境压力的投资和研发，政府提供的优惠包括
津贴、补助、税收减免等等。

除上所述，比利时还在以下领域世界领先：

6. 比利时欢迎并支持外国投资: 这体现
在设立企业的门槛和资本要求低，
对遣返母国的利息和股利不设限，
商业注册可以在3天内完成。
7. 有绝对吸引力的税收政策: 比利时
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税
收协定， 包括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

消费品和奢侈品

制造加工业

化工产业

• 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中心

• 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化工中心

• 美味的高品质巧克力

• 世界合成地毯出口的领军人

• 世界第二大的化工和塑料的产业集
群

• 啤酒爱好者的天堂，有着450多种
顶尖品质的啤酒

• 人均汽车产量欧盟第一
• 世界领先的钴、锗、镭加工业

• 人均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世界第一
• 75%的世界顶级化学公司偏爱的投
资地

我们的服务范围
• 市场进入调查

• 审慎调查

• 选择企业设立的最适合
形式

• 融资咨询

规划
战略

• 协助选址

毕马威比利时
中国业务部

时
比利

• 法律支持

投资

毕马威的中国业务部可以作为您在
欧洲开展业务的第一联系人。我们
能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了解欧洲的
商业环境和制度。在您的机构从我
们提供的多方位服务中受益的同
时，您还能体会到只需在国内集中
联系一位合作伙伴的便利。

• 新能源

• 新能源汽车

5. 欧洲的知识中心: 比利时的教育成就
位于世界前10， 这归功于其高质量
的数学、科学和商业管理教育。比
利时的学术和临床研究也是世界领
先的。

毕马威在比利时的中国业务部由尽职
的资深顾问组成，我们与毕马威在中
国和世界上多领域的专家一起紧密合
作， 为客户跨国经营提供技术上和管
理上具有行业特色的服务。

中国2011-2015的十二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增长， 将重点培育和
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高端装备制造

4. 比利时人才济济，生产效率排在世
界前五: 比利时的劳动力受过良好的
多元化教育， 并且可以运用包括英
语、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在内的多
种语言。

毕马威比利时
中国业务部

比利时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势与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相呼应

• 税务策划
• 财务制度设计
• 商业注册

经营和执行

• 外籍职员服务

• 税务和法律合规服务
• 会计咨询及法政会计服务
• 报表审计以及内部审计、 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
• 信息技术咨询
• 绩效服务

我们的行业聚焦
随着复杂性管理变为成功的必备条件， 有行业针对性的咨询
服务和财务支持对企业至关重要。
毕马威关注每个行业的独特性， 对具有行业特点的问题和趋
势有透彻的了解。我们针对各个行业的专项服务与我们专业
的审计、税务与法律、咨询、会计服务并行。
为了协助企业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毕马威建立起实力
雄厚的行业专责团队， 包括医疗保健、银行业、汽车工业、

多样化产业、化工、科技和房地产业。
此外， 毕马威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事务部致力于毕马威与欧
盟机构相关业务的开展， 并密切追踪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
所有重大规章的进展情况。由此，毕马威能够监控对您在欧
洲的业务有影响的所有关键的法规和政策的变化， 例如那些
冲击金融服务、内部市场 以及与外贸相关的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