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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聚焦德国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by Unternehmeredition

赞助伙伴

引言

聚焦德国
中国投资者仍然对德国中型企业兴趣浓厚。从财务投资者主导的公司，到集团附属公
司，以及寻求资本的传统企业，到处都是投资机会。
源自NORBERT HOFMANN （诺伯特·霍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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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烈欢迎为我
国促进增长、提
供就业岗位的中
国投资商的到来
SIGMAR GABRIEL
联邦经济部长

找寻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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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依然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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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者经常
都会保持现有的
管理及商业模式
RICHARD HOFFMANN
中普恒（北京）咨询有限公
司（Ecovis）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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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德并购的观念调整与市
场机遇
2014年5月，我参加了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企业家论坛组织的欧洲行，与包括德国在内
的四个国家的政界和企业界高层进行了讨论。这是我过去十年里第四次去德国实地感
受。源自WANG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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ᔶ៤䭓ᳳⱘ㕢䁝ˈ䖭⾡㸼䴶ϞⱘᎼ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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ᑺড়Ϟˈᑊ䌁ᏖഎϞᑊ≵᳝ᔶ៤ᣕ㓁
ⱘ⌾╂Ǆ
䰸њ䋶ࡵǃ⊩ᕟǃࢇᎹǃ᭛࣪ㄝϔ㠀䛑Ӯ
䘛ࠄⱘ䎼ড়ೄ䲒ˈЁᏖഎᖋ
ક⠠䖭ϸϾঠᮍ䛑㞾ҹЎӬ䍞ⱘੑ乬ᙄᙄ
ᰃϔϾ㟈ੑⱘড়䱰ǄӴ㒳ѻϮ⦃๗
ϟˈᏖഎક⠠䛑ᰃḌᖗゲѝˈгᰃ䌪ҹ
ᓎゟᅶ᠋ѻϮ䲚㕸ⱘߎথ⚍ǄЁᬍ䴽Ϣ
ᓔᬒПৢˈ䖭ℷᰃЁᖋঠᮍྟ㒜ᔎ䇗ⱘড়
⚍Ǆ㗠Ϩᖋӫǃ༨偄ᅱ偀ǃᆊ⬉ક
ㄝϔ㋏߫ࠊ䗴ϮӕϮⱘ⹂ЁᏖഎϞ䖙
䗳ᓎゟњӬഄԡǄԚᰃˈ䖭ᰃᡔᴃǃࠊ䗴
Ϣ䌌ᯧᯊҷⱘ៤ህˈᑊ≵᳝Ҟ䌘ᴀᏖ
എড়ӕϮᑊ䌁Ϟ᳝ৠḋⱘ䖯ሩǄ
᳔䖥Ѡकᑈᴹˈܼ⧗䌘ᴀᏖഎࡼⱘܼ
⧗࣪Ꮖ㒣ᠧ⸈њҹ߿ЏᇐⱘĀ䎼݀ৌā
ࡆˈᓎゟܼ⧗Ꮦഎ䜡㕂ㅵ⧚ⱘܼ⧗
݀ৌᏆ㒣ዯ䍋ᑊЏᇐњܼ⧗㒣⌢ᮄḐሔǄ㙵
ᴗϢ䌘ᴀⱘܼ⧗࣪៤Ў䰙ᑊ䌁ⱘᴀࡼ
ˈ᮴䆎݀ৌ䖬ᰃᇣ݀ৌˈᆊ⡍ᕕᓔྟ
⍜༅Ǆܼ⧗݀ৌⱘ䌘ᴀǃᡔᴃǃ⍜䌍㗙ǃㅵ⧚
ϢѻϮӋؐ䫒䛑থ⫳њᴀ䋼ব࣪ˈ᠔䇧ĀЁ
ᏖഎāĀᖋક⠠ā䛑ᰃ᮴݇㋻㽕ⱘᷛ
ㅒǄĀᖋᏖഎāĀЁક⠠ā៤Ў䆌
߯Ϯ݀ৌⱘᎼᴎӮǄ
Ѧ㘨㔥ܼ⧗࣪ℷᰃ䖭ѯ䴽ੑᗻᮄᗱ㓈
ⱘᎼࡼǄᔧ៥ࠄᑻ䇜ӮϞˈ᳒㒣㦋ᕫ
Ꮌ៤ࡳⱘϸⶹৡгᕜ㞾䋳ⱘӕϮᆊձ
✊催䇜䯨䆎Ꮦഎક⠠ⱘড়ᯊˈ៥֓ᇚᏠ
ᳯᡩ䙷ѯ⌏䎗Ѧ㘨㔥Ϟⱘ߯ᮄӕ
Ϯᆊ䞥㵡ᆊǄҪӀӮӴ㒳㾚䞢㭘
㗠ߎˈⳳℷࡼЁᖋӕϮⱘ⏅ܹড়Ǆ
ϡњ㾷Ѧ㘨㔥ᯊҷⱘӕϮᅮԡ⬹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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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ϡњ㾷ܼ⧗࣪ⱘᮄ䌘ᴀḐሔˈЁᖋӕϮ
ⱘড়ҡ✊ᰃ叵ৠ吁䆆Ǆ㦋ᕫϝकᑈ߱ℹ
៤ࡳⱘЁӕϮᆊⱘ㞾䋳ˈᢹ᳝ⱒᑈӴ㒳ક
⠠ⱘᖋӕϮᆊⱘ偘ˈچ䳔㽕䅸ⳳᗱ㗗њǄ

第二，政府能力的局限
ЁᖋⱘӕϮ⬠䛑᳝ᔎ⚜ⱘ䅵ߦ㒣
⌢ᬓᑰᴗ࿕ⱘ䫁䆄ˈ䛑᳝ᇍѢᎼൟӕϮ
ⱘ䗋ᘟᇍ߯ᮄӕϮⱘ⓴ދǄ៥ᖋ
ⱘⷨ䅼ӮϞ䛑ᕜ䲒䘛ࠄЁᇣӕϮᑈ䕏

中国市场和德
国品牌这两个
双方都自以为
优越的命题恰
恰是一个致命
的合作障碍。

引言

ⱘ߯Ϯ㕸ԧˈ䖭Ϣ㕢⫮㟇ᛣ߽䛑᳝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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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㒣⌢ᮽᏆ㒣ϡݡᰃᬓᑰ㒣⌢њˈሑ

ㅵ䖯ܹ⌆ⱘҡ✊䖬ᰃҹ᳝ӕϮЎЏ
ᇐˈԚӕϮ㒣㧹ᓣᏆ㒣থ⫳ḍᴀব࣪Ǆᬓ
ᑰ䞛䌁ᬓᑰড়ℷᗹ࠻ഄ䇗ᭈЎӕϮⱘ
Ꮦഎ㸠Ў䴶⍜䌍㗙ⱘᅮԡǄ㗠ϨˈЁ
广告

㔤忓㉆⦌᧻㌷䤓氥折
導㨦y㧀䔈y⸘咡喷᧤6=$᧥㢾㉆⦌☕⚁㦏㌯⃔᧨㦏微䥪⚜䤓㈚ℚ┰㓏⃚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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㒠ⅻ䤓₢₩欕⩮▔㕻兞㿝㽤⚓₹尐㡈槱᧨␅₼᧶
ವ ⦷₼⦌✛㉆⦌䤓ㄅ徼
ವ㒟䵚⏻⚇✛⚗忓←₩
ವ娜忓忓㦻ゑ⧉㽤
ವ㽤棱幘幋✛ↁ子
ವ䩴幕ℶ㧒≬㔳᧨▔㕻⟕㪖᧨₢Ⓒ㽷␛ⅴ♙幘幋
ವ╂┷㽤✛ⅉℚ᧨ⅴ♙ⅉℚ庒㠃
ವ䲝㽤
ವ䲝┰㠃⚗᧨䲝┰↧▥♙✷幱
㌷⦷導㨦㈚ℚ┰㓏䤓勣侊ⅉ㧀初ⴆ㈚ Meiting.Zhu@sza.de
www.sza.de

引言

᳝ӕϮϢ᮴᭄ᬷ݉␌࢛ⱘ⇥䯈ӕϮড়
Ꮖ㒣៤ЎᮄⱘଚϮᓣǄᡍЁ⇥䯈ӕϮ
ᖋ⌆䴲ᐌ⌏䎗ˈҞᅗӀҡ✊⏅
∈ϟˈᑈৢᅗӀᖙ✊Ӯ៤Ўϔ㕸ބቅ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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䖭ḋܙ⒵▔ᚙǄϝѨᑈৢˈЁᖋ㒣⌢䆎യϞ
ᇚᰃ䖭ѯ߯Ϯᆊᮄ䌉㗠䇜ˈሑㅵ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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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ᖋӕϮᑊ䌁Ϣ䌘ᴀড়ⱘᴹѢЁ
ᇣ߯ᮄӕϮǄҞ᮹Ё䆎യӴၦϞˈ
ৢৢⱘ߯Ϯ㗙Ꮖ㒣៤ЎЏ⌕ˈҪӀ䅼
䆎ⱘ⌆ᡩ䌘ᰃ䴶⍜䌍㗙ⱘ᳡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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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ᮄϔҷ߯Ϯ㗙ⱘ䆎യǄ

第三，中德文化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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䞡㽕䞣Пϔˈᅗⱘ᭛࣪Ϣ⧚ᗉᑓЎҎⶹˈ
催ᑺ䗣ᯢˈгᰃЁ⦄ҷ࣪ⱘ䞡㽕ᗱᛇ䌘
⑤ǄЁᑈ䕏ϔҷᇍᖋ᭛࣪ⱘ䅸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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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ᖋҎᇍЁⱘ䅸ⶹ䖬ᰃग़᭛ᯢ
ᄺ࣪ⱘᑺˈ㟇ᇥ៥㾺ⱘӕϮ⬠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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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বˈᖋҎਚᵓǄࠡ㗙ᰃᖋҎϡњ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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㧹ˈ⡍߿ᰃ䭓ᳳ⫳⌏ⱘᡓ䇎ǄབᵰӕϮᑊ䌁

ҙҙᰃ᠔䇧Ꮦഎક⠠ⱘড়߽Ⲟˈ㗙
ϔᗻӋؐᦤछˈ䖭᮴⭥Ѣီ࿏ⱘĀϔ
ᚙāˈৃ㛑ᏺᴹ⒵䎇ˈԚ䲒ҹথሩᣕ㓁ⱘᛳ
ᚙǄ
Ё㕢ӕϮᑊ䌁ড়Ꮖ㒣៤Ў⌾╂ˈሑ
ㅵଚϮ䇜߸Ϣ㒣㧹ㅵ⧚ϢЁড়ᑊ᮴⡍
߿ϡৠˈԚϡৃ৺䅸ⱘᰃˈ㕢ད㦅ല
⠛ǃ㕢Ṻǃ㕢Ӌؐ㾖Ѧ㘨㔥Ϫ⬠ⱘЏ
ᇐㄝㄝˈᮽᏆ㒣ᡞЁӕϮᆊϢ㕢ӕϮ
ᆊП䯈ⱘ㊒⼲᭛࣪Ꮋ㵡ড়䍋ᴹˈ䰡
Ԣњ⧚㾷≳䗮亢䰽ǄЁᖋӕϮᆊП䯈ህ
≵᳝䖭ḋⱘ᭛࣪⧚㾷㚠᱃ˈᕔᕔϔϾᡔᴃ
ᗻⱘ䱰ˈ㔎Уᑑ咬ᛳ㞾ֵⱘӕϮᆊ
П䯈ৃ㛑ᔶ៤ϔϾᎼⱘᖗ⧚䰈ᕅˈ㗠Ϩ
ϡᮁӴ᪁ЁᠽǄ
߱ℹњ㾷㗕ᄤǃᄨᄤǃ咥Ḑᇨ偀ܟᗱᑊ
ϡ㛑㒭ϸӕϮᆊᏺᴹ᭛࣪݅䆚ˈ⫮㟇⸈
ണњৃҹᦤछ݅䆚ⱘ⸔Ǆ㹿䇃㾷ⱘग़
ᕔᕔ㒭៥Ӏҹ㊒⼲ࣙ㺅ˈ♿㗔ᗻഄ⍜䌍
䋱㢀ǃ℠ᖋǃववǃ↯⋑ϰПˈЁᖋ
ӕϮ⬠ⱘ᭛࣪Ѹ⌕ᇥऩ䇗ᰃϔϾᕜ
ⱘ䱤ᙷǄৠḋᰃ⌆ˈ⊩ᛣ߽ϢЁ
ⱘ᭛࣪Ѹ⌕䖰䖰↨ᖋЄᆠˈⱘЁӕ
Ϯᆊ佪䗝⊩ᛣ߽ߎ䆓ˈ᳝म⠽佚ǃ㕢
亳ग़᭛࣪ⱘৡ㚰ˈࠄᖋЏ㽕ᰃᓔӮǄ
䖭ᖋᶣᵫⱘϸ䞠ˈ៥⏙᰼健ⴔ
㞾㸠䔺䕀њ䆌ഄᮍˈᕜ᳝ᛳ㾺ǄⳌֵᔧ៥
ӀⱘӕϮᆊњ㾷ජᏖҎ⇥⫳⌏ৢˈӮ
᳝䍙䍞ଚϮⱘᛳᚙᡩܹǄৠḋˈᔧᖋӕϮ
ᆊҟ㒡⫳⌏ᮍᓣ㸼䖒ϾҎᚙᛳৢˈଚ
Ϯড়ⱘᴎӮгӮǄ
Ёᖋᰃܼ⧗᳔䞡㽕ⱘ㒣⌢ˈгᰃ᭛
ᯢˈЁᖋ㒣⌢ড়ⱘᏖഎᴎӮ↟ᒌ㕂
⭥ˈԚ䍋⚍Ѣ᭛࣪⧚㾷ǃ߯ᮄӕϮⱘ݇⊼
㞾៥ᅮԡⱘ䇗ᭈǄЁᑊ䌁݀Ӯ䭓ᳳ
ࡼЁӕϮᆊ䍄⌆ˈϢܼ⧗⍜䌍㗙ϔ
䍋៤䭓Ǆ៥ᳳᕙ᳝ᴎӮখϢࡼЁᖋ
ⱘӕϮᑊ䌁Ǆ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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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常见的彼
此印象是，中国
人善变，德国人
呆板。前者是德
国人不了解中国
社会如此动荡下
的自卫本能和创
新激情，后者是
中国人不理解的
现代文明的规则
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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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决策者

WALDRICH COBURG责任有限
公司：通过中方投资获取更大
的发展空间
到访上法兰克地区Waldrich Coburg机械设备公司的人，一定会留意到办公楼前面
的四面旗帜——德国国旗、巴伐利亚州州旗和科堡市的市旗，这些都不稀奇。然而从
2005年起，这里偶尔也飘扬着五星红旗。这是因为在2005年，中国国企北京第一机床
厂收购了这家企业。源自THOMAS MUENC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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ⱘ,QJHUVROO䲚ಶˈৢᴹজप㒭њᖋ䫵ḍ
˄6LHJHQ˅ⱘ+HUNXOHV䲚ಶˈϸᆊ↡݀ৌ䛑
䰤ࠊњ:DOGULFK &REXUJⱘথሩ˖Ўњϡᇍ
↡݀ৌᔶ៤ゲѝˈӕϮ䖤㧹䙁ࠄᑆ乘ˈᇍᶤ
ѯᅶ᠋ⱘկᑨ݇㋏гϡᕫϡذℶǄ
ᔦሲѢ࣫Ҁϔᴎᑞॖৢˈᚙމথ⫳њ䕀
ব˖Ўᆠ᳝⌏ⱘЁൟӕϮˈ:DOGULFK &R
EXUJᕫҹᣝ㞾䑿থሩ䳔∖ˈ㞾ЏᓔሩϮࡵǄ䅶
ऩ䞣㧹Ϯ乱Ⳉ㒓ϞछǄ㹿ᬊ䌁ࠡˈӕϮ㧹
Ϯ乱Ўϛˈܗ㗠⦄Ꮖ㒣छࠄғ

ܗǄ
Ā៥Ӏᦵ᳝ϔߛ᠔䳔ⱘ㞾⬅ᑺǄā%HFNHU
⫳ܜᇍӕϮᮄⱘϮЏ⿄䌲᳝ࡴ˖
Ā᠔᳝ⱘއㄪ
䛑៥Ӏ䖭䞠ߎخǄā:DOGULFK &REXUJᅮᳳ
Ϣ↡݀ৌীᓔӮ䆂ˈ࣫Ҁᮍг⌒њϔৡ㒣⧚䋳
䋷ⲥⴷӕϮ䖤㧹ˈϡ䖛䖭ৡ㒣⧚⦄ϡᐌᴹ
:DOGULFK&REXUJњ˄খ㾕䆓䇜˅Ǆ

着眼于长远合作
ড়བℸ乎⬙ˈᑊ䴲ϔ䑈㗠ህ˖Ёᖋঠᮍ
䖛এᑈᴹϔⳈѦ᳝ᕔᴹˈᓔሩ䖛Ͼ

“现在，我们可以向全球扩张”
采访机床制造厂Waldrich Coburg有限公司经理Hubert
Becker先生

Unternehmeredition（《企业家》杂志): 近
年来，北京第一机床厂对Waldrich Coburg的成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Becker: 䇈ࠄᑩˈᑊ≵᳝ҔМࡼ⫼Ǆ
៥Ӏ⣀ゟ䖤㧹ˈЁᮍϮЏгᰃ⣀ゟ䖤㧹Ǆ
᳝ⱘᏖഎǄ
但您的企业在被收购后，增长很是强劲。
݀ৌ㒣㧹⢊ⱘމ㡃དথሩЏ㽕ᰃЎ:DOG
ULFK&REXUJᏖഎϞⱘध㨫ໄ䁝Ǆ㹿ᬊ

䌁ПৢˈⳈࠄ䞥㵡ॅᴎПࠡˈ៥ӀⱘϮ㒽
䛑䱣㒣⌢ሔ㗠㸼⦄Ӭᓖˈ䖭䅽៥Ӏ㦋Ⲟ
乛Ǆ៥ӀПࠡⱘ᠔᳝㗙ᦦ݀ৌ䖤㧹ˈ
䰏њ៥ӀⱘϮࡵথሩǄԚ࣫Ҁϔᴎᑞ
ॖᬊ䌁៥ӀПৢˈ៥ӀЎЁൟӕϮˈৃ
ҹᣝ㞾䑿䳔∖ᓔሩ⌏ࡼüü⦄ˈ៥Ӏৃ
ҹܼ⧗ᠽᓴˈᑊϨ㞾㸠އㄪǄ
中国母公司和德国子公司之间的交流密切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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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t Becker

៥Ӏ↣ᑈሩᓔϔ⬹㾘ߦӮǄӮϞ䗮
ϞϔᑈⱘϮ㒽᭄ˈ䅼䆎ᮄ䋶ᑈⱘⳂᷛ
ᡩ䌘Ǆيᇨ៥ӀᑈЁгӮ↡݀ৌਞ
᳔ᮄⱘথሩᚙމǄ݀ৌއㄪሖ䞠᳝ϔԡЁ
㒣⧚Ǆϡ䖛ҪϡখϢ݀ৌ䖤㧹އㄪˈг
ϡᅶ᠋㾕䴶ˈ㗠ᰃЏ㽕䋳䋷ण䇗ᮍǄ
2005年时，德国企业被中国企业收购还很
罕见。当时对中国投资方的质疑顾虑有多
大？ 收购后是否促进了整体氛围的开放？

对话决策者

科堡市的成功故事：通过中国持股公司的援助Waldrich Coburg有机会大规模扩张。

݅ৠ乍ⳂǄ%HFNHU⫳ܜ䇈˖
ĀЁᮍᇍ៥Ӏ
ᰃᭀӄˈᑊ≵ϡ䍋៥ӀǄāℸˈ䲚ಶ
ЁߚᎹᯢ⹂üü催ッᏖഎϧ䮼⬭㒭ᖋᮍˈ
ЁԢッ߭⬅࣫ҀϔᴎᑞॖЏᬏǄ㕢ᡩ
䌘Ҏϔ㠀ⳟ䞡↣ϾᄷᑺⱘϮ㒽ˈ㗠Ё
Ҏ߭⊼䞡䭓ᳳড়ǄℸˈЁᆊሖ
䴶ࠊᅮњ㸠Ϯথሩⱘ㾘ߦˈЁᮍгҹℸ
ЎᇐǄ:DOGULFK &REXUJ㹿ᬊ䌁ৢˈህϮ
ቫԡгњǄПࠡਬᎹ᭄䞣ᇥѢˈ㗠
ҞˈЎൟᴎᑞࠊ䗴Ϯ乚ݯ㗙ⱘ:DOG

᳔߱ᔧ✊ᄬϔᅮⱘ乒㰥ˈϡ䖛݀ৌবᤶ
ϮЏˈᄬ乒㰥ᰃᕜℷᐌⱘǄᑊϨˈ៥Ӏ
ϢПࠡⱘᡩ䌘ᮍᔧᯊ䖬Ⳓ䞡䞡Ǆ䴶ᇍᅶ
᠋ˈ៥Ӏϔᓔྟ֓Ӵ䖒њ⿃ᵕⱘᗕᑺˈਞ
䆝ҪӀ˖⦄៥Ӏ᳝Ёᡩ䌘ᮍњˈ䖭Ӯ
䅽៥Ӏ៤Ўདⱘড়ӭԈǄЁᮍ㘨
ৢˈϮࡵЎ㫀˖ᬊ䌁ࠡˈ៥Ӏⱘ㧹Ϯ
乱Ўगϛˈܗ㗠ᬊ䌁ৢˈ៥Ӏ
ᑈ߯㑾ᔩഄ㦋ᕫњ䍙䖛ғⱘܗ䅶ऩǄ
ᔧ✊ПৢϮࡵⱘথሩ⏤䍟ℷᐌǄ
与当年被北京第一机床厂收购前相比，今
日企业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ULFK &REXUJˈ䲛Էњ䖥ਬᎹ˗ᭈϾ
⾥˄&REXUJ˅ഄऎˈᅲдਬᎹ᭄䞣гৡ߫
ࠡ㣙Ǆ

ⱘ㞾⬅ˈܕ䆌ৢ㗙㞾Џ䖤㧹˗া߫ߎ⏙
᱄ⱘ⬹䏃㒓Ǆ
Q

结论
䖛এˈЁӕϮᬊ䌁ᖋӕϮⱘḜ՟ᕜᇥ
㛑ڣ⾥䖭ḋ乎⬙Ǆᴹ㞾䖰ϰⱘᡩ䌘ᮍ
Ӏᐌᐌޚϡ䎇ˈᕜӕϮԢԄ㞾䑿㛑Ǆ
㗠⦄ˈЁⱘᡩ䌘ᮍӀ㸼⦄ߎњᔎⱘ
ᄺдᛣᜓǄҪӀ㒭ќ㹿ᬊ䌁ӕϮⱘㅵ⧚ሖ

ڣ:DOGULFK&REXUJ䖭ḋⱘӕϮˈᔧ✊㽕
ϡᯊফⲥⴷẔ偠ˈ⡍߿㧹Ϯ乱Ңग
ϛ㗏њϔ⬾䖒ࠄғ䖭ḋⱘᯊᳳǄԚ䖭
ѯⲥⴷᎹ⬅ᖋⱘㅵ⧚ሖˈ㗠ϡᰃЁ
ᡩ䌘ᮍᓔሩǄ៥Ӏᡩ䌘њगϛˈܗᇍ
ᭈϾ݀ৌ䖯㸠њछ㑻ˈ䖭ᇍЁൟᴎẄࠊ䗴
ӕϮⱘ៤ࡳᕜ᳝ᖙ㽕Ǆ䌘䞥ᰃ៥Ӏ㞾Ꮕ䗮
䖛㒣㧹䌮পⱘˈᑊ䴲ᴹ㞾Ёᡩ䌘ᮍǄ

㗠ЁӕϮ䰸њ㒣⧚П䖬᳝ྨܮк䆄ˈ
ৢ㗙ϔḋ㛑ᕅડӕϮǄϞϟ㑻ⱘ≳䗮гϡ
ڣ䆌ᖋӕϮ䙷МⳈǄЁˈ㒣⧚
Ҏ㸠џᯊᖙ乏ᇣᖗ䇼ᜢˈ䖭Ӯᬒ㓧ӕϮ
ⱘϮࡵথሩǄ

非常感谢您参与谈话。

Q

redaktion@unternehmeredition.de

在您看来，德国和中国企业在管理和企业
架构方面存在的最大区别有哪些？
ӕϮ乚ᇐ᭛࣪ᮍ䴶ᄬⴔᏂᓖüü㽓ᮍӕ
Ϯⱘ㒧ᵘ䴲ᐌ⦄ҷˈ㒣㧹⬅ㅵ⧚ሖ䋳䋷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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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决策者

行情：在远东进行有利部署
德国中型企业在中国占据了绝佳的位置。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不断为各大企业带
来新的挑战：如今最佳的驻地在何处？上海的自由贸易区会带来优势吗？收购哪家企业
才有意义？四位专家为您提供答案。采访ANNA ERETH（安娜·埃雷特）

近十余年来，中德两国始终
致力于推动“战略伙伴关
系”的发展。您认为如今在
华投资的外国企业要面对的
最大挑战是什么？
Peter Muhr
德国标立电机有限公司（Buehler Motor
Gmbh）总经理

៥䅸Ўˈ᳔ⱘᣥҡҎਬǃᏖഎᓔᬒ
ঞଚֱᷛᡸᮍ䴶ǄЁᬓᑰᮽᑈ䯈ᦤߎⱘ
㽓䚼ᓔথ⬹Ҹϰ䚼⸔䆒ᮑᅠⱘഄ
ऎҎ៤ᴀ↣ᑈഛᦤ催䖥Ǆ㗠݊㒧ᵰ
֓ᰃ⇥Ꮉⱘᐙ⌕ࡼǄ㗠Ё䖯ϔℹܼ
⧗ᓔᬒ䌌ᯧᏖഎˈҹঞҎ⇥Ꮥ㞾⬅ܥᤶㄝ
ᴹϔ㋏߫ᮑ䖬ᇚᏺᴹાѯᮄᣥˈ䖬
᳝ᕙᳯǄ

PETER MUHR
德国标立电
机有限公司
总经理
3HWHU0XKU⫳ܜᰃᖋᷛゟ⬉ᴎ᳝䰤݀
ৌⱘ㒣⧚ˈᘏ䚼ԡѢᖋ㒑Ӻˈᰃϔ
ᆊܼ⧗࣪ⱘӕϮ䲚ಶˈϧ⊼Ѣ'&ঞ%/'&
ᇣൟ⬉ᴎঞᇣൟޣ䗳⬉ᴎⱘ⫳ѻǄ

Achim Weick
EQS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

៥ӀᐂࡽϞᏖ݀ৌѦ㘨㔥Ё䖯㸠ᡩ䌘㗙
≳䗮Ǆ✊㗠ˈ៥Ӏ᳔ⱘᣥᰃᕜӕϮ
ҡᇍֵᙃ≳䗮ⱘᖙ㽕ᗻ㔎У䅸䆚ˈ᪡䗣
ᯢᑺѺѳᕙᦤ催ˈ㗠㞾ᜓᦤկֵᙃᑊЏ
ࡼ䖯㸠Ѹ⌕ᮍ䴶ҡ✊᳝ᕙᬍǄᑊϨϡҙ
ҙᰃ݀ৌ䖤㧹㡃དǃϮ㒽ߎ㡆ⱘᯊփˈ
Ў䖭ϔ≳䗮㽕∖ᅮᳳᗻৃ䴴ᗻǄ
Matthias Richter
KGM有限两合公司(KGM Kugelfabrik
GmbH & Co. KG)董事长

䍋߱ˈ៥Ӏ䖬Џ㽕ЎҎਬ䯂乬থᛕǄԚབ
ҞˈЎϔᆊᖋЁᇣൟӕϮˈ៥ӀЁ
䴶Јⱘ᳔ⱘᣥ֓ᰃ䲒ҹᡒࠄৃ䴴ⱘկ
ᑨଚǄЎ㛑䖭䞠ᓎゟ䍋ѻક䋼䞣ྟ
㒜ৃ䴴བϔⱘկᑨଚ㔥㒰ᅲሲ䲒џǄ䋼䞣
᮴⊩ᕫҹ䎇ⱘֱ䆕ˈЎˈ䎳⌆Ⳍ↨ˈ
䆌կᑨଚ䛑᳝䕏㾚䋼䞣ⱘؒǄ៥Ӏ
ᔧഄ䆒᳝ϔԡ⌆䚼䮼䖤㧹ЏㅵϔԡЁ
ᎹᏜˈҪӀⱘЏ㽕Ꮉ֓ᰃ䖯㸠ḋẔ
ᡩ䆝ˈ⹂ֱկᑨଚ㛑ᦤկ䋼䞣ড়Ḑⱘ
ѻકǄ᠔䇧ⱘ䆩䇃⊩ᘤᗩ㽕䖭䞠ᇚᣕ㓁
ᕜЙĂĂ
Peter von Jan
德国Raylase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

䖛এᑈ䯈ˈ៥݀ৌⱘ▔أܝ䕀䇗ࠊѻક
ⱘᏖഎথ⫳њᵕⱘব࣪Ǆ՟བˈ,7ڣ
ᑨ⫼ᕫࠄᰒ㨫ⱘᦤछ㗠ᇍ5D\ODVHѻકঞ
݊⧚㾷ᦤߎᵕ催ⱘ㽕∖Ǆℸˈ㽕ϢЁⱘ
ড়ӭԈঞᎹᏜⳌৠⱘᡔᴃሖ䴶䖯㸠
≳䗮ϢѸ⌕гकߚೄ䲒Ǆ݊ॳ䰸䇁㿔Ϟ
ⱘ䱨䯖Ϣ䱰ˈৃ㛑䖬Ѣᡔᴃ䆁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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䴶ⱘᏂᓖ䲒ҹއߎخㄪⱘ㸠џ亢ḐǄߎ
Ѣ㉏Ԑⱘॳˈᖋ݀ৌгᕜ䲒ᡒࠄᑊ⬭
ϟϔϾᡔᴃ䖛⹀ⱘϧϮᡔᏜǄ䖭гৃ㾕Ѣਬ
Ꮉϡᮁछⱘ㭾䌘㽕∖Ǆ

就今天的情势而言，您认为
外企落户于中国哪里最好？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及其周
边城市或者广东还仍是首选
吗？还是应考虑选择那些越
发引人注目的二线城市作为
（生产）基地呢？
Peter Muhr
德国标立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Շⱘ偏ഄ䲚ЁѢ䖛এᑈ䯈ᵕ䗳থሩ
ⱘഄऎঞϔ㒓ජᏖǄ៥Ӏᇚ䫔ଂ偏ഄ䗝
Ϟ⍋ˈৠᯊ佭␃䆒᳝ߚ݀ৌˈᑊ⦴⍋䖯
㸠⫳ѻǄ㓐㾖Ё≑䔺ᎹϮⱘЁᖗഛ䲚Ё
Ѣ࣫ҀϢϞ⍋ϸᑻජᏖⱘ਼䖍ഄऎǄ㱑✊
Ѡ㒓ජᏖᇍկᑨଚ㗠㿔䍞ᴹ䍞᳝ᓩˈ
Ԛህ偏ഄⱘ䗝ᢽ㗠㿔᳝ϸ㗗㰥㋴˖᮶
㽕䌈䖥ᅶ᠋ˈᔧഄⱘ⸔䆒ᮑজ㽕᳝᠔
៤ᔶǄ
Achim Weick
EQS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

Ў䌘ᴀᏖഎ᳡ࡵᦤկଚˈ៥Ӏᖙ乏䌈䖥
㙵Ꮦᑊ㋻䎳ᅶ᠋ⱘᡩ䌘㗙݇㋏䚼䮼Ǆ佭␃ᰃ
ݐ䖭ϸ乍ᴵӊⱘ⧚ᛇПഄǄ㗠䰚߭⬹
᳝ϡৠˈ䆌ӕϮᇚᘏ䚼䆒࣫Ҁˈ㗠䆕ࠌ
Ѹᯧ᠔߭Ϟ⍋⏅ഇǄ

对话决策者

Matthias Richter
KGM有限两合公司董事长

Peter von Jan
德国Raylase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

៥Ӏ䗝ᢽᯚቅЎഄǄЁᅗᑊϡᰃ
ϾජᏖˈ䎱⾏Ϟ⍋ҙ݀䞠Ǆ៥Ӏ⡍߿≵
᳝䗝ᢽϞ⍋ˈॳѢˈ݊ྟ㒜ᰃ䞥㵡ᮍ䴶
ⱘЁᖗǄᯚቅ᳝߭݊⣀⡍ⱘӬˈेЈ䖥≑
䔺ᎹϮЁᖗˈ⡍߿ᰃᯚቅⱘ催㋴䋼ਬᎹᎹ䌘
៤ᴀ䖬ϡㅫ䖛催ˈ㗠Ϟ⍋ⱘᎹ䌘∈ᑇ߭ᣕ
㓁亭छǄˈᇍӏԩ⊶ࡼ䖭䞠ഛ㛑䖙䗳ᥠ
Ǆ៥Ӏᛳ㾝ˈᔧϾĀජҎā㟦᳡ѯǄ

៥Ӏ䗝ᢽњ⏅ഇˈЎ៥Ӏⱘᅶ᠋Џ㽕䲚Ё
䙷䞠ǄሑㅵϞ⍋བҞᇍ5D\ODVHϮࡵⱘথ
ሩবᕫ䍞থ䞡㽕ˈԚབᵰ㽕䞡ᮄ䗝ᢽⱘ䆱ˈ
៥䖬ᰃӮ䗝ᢽ⏅ഇǄ៥ӀҢ㗗㰥䖛এ࣫
ҀˈЎ䙷䞠≵᳝ড়䗖ⱘড়ӭԈˈ⦃๗䯂
乬гकߚϹ䞡Ǆ᠔䇧ⱘĀѠ㒓ජᏖāᑊϡ䗖
ড়៥Ӏˈ↩コ5D\ODVHᏠᳯЁথ䌈䖥
ᅶ᠋ⱘӬǄ

PETER
VON JAN
德国Raylase
股份公司首
席执行官
3HWHUYRQ-DQ⫳ܜᰃᖋ5D\ODVH㙵ӑ݀
ৌ㨷џ䭓ˈᑊݐӏѢᑈ៤ゟⱘ5D\
ODVH▔ܝᡔᴃ˄⏅ഇ˅᳝䰤݀ৌ佪ᐁᠻ
㸠ᅬǄ5D\ODVHᘏ䚼ԡѢᖋ:HVVOLQJˈ
Џ㽕ⷨথᑊ⫳ѻഫ࣪䚼ӊঞ▔ܝᴳᇐ
ࠊᄤ㋏㒳Ǆ

广告

ཨጨࡔڤ
ਖ਼ޜቱҹ
ྊቛႎׇ

ݿࡔڤ࿀ୱ๚ခ
ୱ!}!ခࠥ࿚
Ӥଠ!܅ෘܻ݆!ސܠનਖ਼ޟ
ࡲԎ!డ!Үੀ༬
քܻ!ᅉຯ།քܻ!ฉ࡛
ࡔڤဣටǖ
Dr. Dominik Ziegenhahn ূڢ!
d.ziegenhahn@gvw.com

!ݿ!ࡔ!ڤ࿀!ୱ!!๚

ዐࡔဣටǖ
Patrick Heid, LL.M. ࡛ڤ
p.heid@sh.gvw.com
Li Li, LL.M.!
l.li@sh.gvw.com

gvw.com

对话决策者

您认为，人们对上海自贸区
的期望是否过高呢？如您一
样的企业能从这类保税区中
获得多少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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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选择（再次）并购中国
企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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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有潜力：在德国的中国投资
在德国，一种对于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的文化发展愈发明显。中德双方均能从中受益。
源自CORA JUNGBLUTH (容恺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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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小觑：公众感知和文化差异
ᖋᰃϔϾ催ᑺᎹϮ࣪ᆊˈ㗠Ёᰃϔ
Ͼᮄ݈ᎹϮ࣪ᆊǄϸᬓ⊏ǃ⊩ᕟǃ㒣
⌢ҹঞ᭛࣪ϞᄬⴔᎼⱘᏂᓖǄℸˈ
ᖋⱘ݀ӫᛳⶹᇍЁӕϮᵘ៤ᣥǄҡ

2003至2020年间中国向德国投资额 （单位：百万美元）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䌘᭭ᴹ⑤˖㟇ᑈ˖ЁढҎ⇥݅ଚࡵ䚼˗㟇ᑈ3URJQRV$*˄ফ䋱ศᮃ᳐䞥Ӯྨᠬ˅ḍ
ЁढҎ⇥݅ଚࡵ䚼ⱘ䌘᭭

人物介绍
Cora Jungbluth（容恺桦）ᰃ䋱ศ
ᮃ᳐䞥Ӯ˄%HUWHOVPDQQ6WLI
WXQJ˅ᖋѮ⌆乍ⳂⱘЁϧᆊ
ҹঞ乍Ⳃ㒣⧚ˈ䆹䞥ӮԡѢᖋ
*uWHUVORKǄПࠡˈ-XQJEOXWK᳒
ᓫ㦅ᄺ˄8QLYHUVLW噀W)UHL
EXUJ˅∝ᄺ㋏ҹঞ⍋ᖋ㊒㣅㕸Ā
ܼ⧗㚠᱃ϟⱘѮ⌆⌆āᎹǄ
䰸ℸПˈཌྷ䖬᳒Ў㔫݄䋱Ḑ䰙
ㅵ⧚䆶᳝䰤݀ৌ˄5RODQG%HUJHU
6WUDWHJ\&RQVXOWDQWV˅ǃᖋ䰙
ড়ᴎᵘ˄*,=˅ㄝᠻ㸠䖛乍ⳂǄ
䋱ศᮃ᳐䞥ӮᰃϔϾ⬹ᗻǃҹ
䅵ߦЎᇐⱘᴎᵘˈᅗϧ⊼Ѣᇍ⼒
Ӯⱘৃᣕ㓁ᗻ䍋އᅮ⫼ⱘЏ乬Ǆ
䞥ӮⱘᖋѮ⌆乍ⳂⱘⷨおЏ乬
ᰃ˖Ѯ⌆᳔䞡㽕ᆊᔧࠡⱘথሩҹ
ঞ䖭ѯথሩᇍѢᖋ⌆ⱘৢᵰǄ
www.bertelsmann-stiftung.de/asien

✊᳝ᕜᖋ⇥ӫ䅸ЎˈЁӕϮᰃᏺⴔĀ
ᬓ⊏ᬃ⼼㈓āᴹĀ䞛䌁āⱘˈҪӀফЁᬓᑰ
ⱘࠊǄ᮹ᐌଚࡵ⌏ࡼᔧЁˈЁᡩ䌘㗙
㽕ܟ᳡乚ᇐ亢Ḑǃㅵ⧚䖤㧹ᓣҹঞ⬹㾘
ߦᮍ䴶ⱘᏂᓖǄ㹿ၦԧᆚߛ݇⊼ⱘᇍᖋӕ
Ϯⱘᬊ䌁㸠ЎᇸЎᴖǄ䖭䞠ˈϸ⾡䖹✊
ϡৠⱘӕϮ᭛࣪㽕㹿᳝ᴎⱘ㵡ЎϔԧǄ
ᇍѢᖋӕϮᴹ䇈ˈ㹿Ёᡩ䌘㗙ᬊ䌁
гᰃϔ⾡ᣥǄӕϮᖙ乏㽕᳝ᑨᇍᅶ᠋ǃਬ
Ꮉҹঞ㟚䆎ⱘㄪ⬹Ǆᅶ᠋ᢙᖗˈᮄ᠔᳝Ҏᴹ
㞾ϔϾҹԢӋѻક㨫⿄ⱘᆊˈӮՓѻક
䋼䞣䰡Ԣ˗ਬᎹᢙᖗҪӀⱘᎹቫԡӮ䕀
⿏ҹঞӕϮໄᳯফᤳǄℸˈᖋᎹӮⱘ㾦
㡆ϢЁⱘᎹӮ᳝ḍᴀⱘϡৠǄЁᡩ䌘㗙
ᖙ乏ᄺдབԩᑨᇍᖋଚϮ᭛࣪ⱘ䖭ϔᮍ
䴶ǄᇍѢ᭄Ҏᴹ䇈ˈ䖭ᰃϔ⾡ܼᮄ㗠༛
⡍ⱘ㒣ग़Ǆ
ᇍѢЁᡩ䌘㗙ⱘ݀ӫᛳⶹ䖛এⱘ
ᑈᔧЁবᕫᏂᓖ࣪䍋ᴹǄᬓ⬠ᣕᯢ⹂ⱘ
䖢ᗕᑺǄৃᰃˈᇍѢᖋᡔᴃӮ㹿䕀⿏ࠄЁ
ⱘᢙᖗैҡ✊ᄬǄ䖭ϔ⚍া᳝㒣䖛ᕜ
䭓ϔ↉ᯊ䯈ᠡӮথ⫳ব࣪Ǆ

双赢潜力：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
更好的相互理解
ᴹ㞾Ёⱘᡩ䌘䍞ᴹ䍞ˈࡴᔎњЁᖋϸ
⇥㒣⌢ⱘ㘨㋏ǄЁⱘᡩ䌘Ўᖋ߯䗴њӋ
ؐᑊϨ֗䖯њ㒣⌢ⱘᭈԧ䭓ǄℸˈᅗӀ䖬
Ўᖋ߯䗴њህϮᴎӮǄϾḜ՟ᔧЁˈᅗ

Ӏ⫮㟇ᤑᬥњফ⸈ѻ࿕㚕ⱘᎹቫԡǄ
ℸˈᇍѢϔᆊᖋӕϮҹঞᅗⱘਬᎹ
ᴹ䇈ˈ㹿Ёᡩ䌘㗙ⱘᬊ䌁᳝ৃ㛑ᛣੇⴔ
ϔϾ᳝߽ⱘᴎӮǄ䰸њ䌘䞥ᡩܹПˈབᵰ
Ҫᇚᖋᄤ݀ৌ㵡ܹ㞾Ꮕⱘഄऎ䫔ଂ㔥㒰
ⱘ䆱ˈᮄⱘЁ᠔᳝㗙䖬㛑ᠧᓔ˄䖯ϔ
ℹᠧᓔ˅Ā䗮ᕔѮ⌆ⱘ䮼āǄᕜЁф
ᆊᛇᖋᏖഎ䭓Йゟ䎇Ǆ䖭⾡ᚙމϟˈ
Ң⬹㾦ᑺᴹⳟˈϢᴹ㞾݊Ҫᆊⱘⷁ㾚
ᡩ䌘㗙Ⳍ↨ˈЁᡩ䌘㗙г䆌䗖ড়ᖋЁ
ൟӕϮˈЎ݊Ҫᆊᡩ䌘㗙г䆌া᳝ϔϾ
ⳂᷛˈህᰃᇚᖋӕϮߚ៤ད䚼ߚ㒻㓁
ߎଂǄ
ЁӕϮ᭄䞣ᖋϡᮁ䭓ˈՓᕫঠ
ᮍ䛑㛑དⱘ㒇⧚㾷ᇍᮍǄᇍℸˈЁ
ӕϮЁҎ᭄ϡᮁ䭓ⱘᖋਬᎹӮߎخ
䞡㽕䋵⤂Ǆ䖭ḋˈЁӕϮӮ៤Ўᖋ㒣⌢
ⱘ᳝ᴎ㒘៤䚼ߚˈህڣℸࠡⱘ᮹ᴀҹঞ䶽
ӕϮǄ

展望
䗮䖛Ⳉᡩ䌘ˈЁӕϮᇚӮࡴ䗳ҪӀ
Ꮦഎ䖯ܹǃᡔᴃҹঞㅵ⧚㒣偠ᮍ䴶ⱘ䍊䍙
䖯Ǆ⬅Ѣ݇䬂ᗻᎹϮЁⱘ乚ܜᡔᴃǃ໘
Ѣ⌆ⱘЁᖗഄᏺҹঞ催㋴䋼ⱘҎ䌘⑤ˈ
ᖋᇍѢЁᡩ䌘㗙ᴹ䇈ҡᇚӮ᳝ᕜⱘ
ᓩ˖៥Ӏⱘ乘⌟㸼ᯢˈࠄᑈˈЁ
ᖋⱘᑈᡩ䌘乱㟇ᇥ䭓ϝˈס䖒ࠄ
ғ㕢ܗǄ
Q

中德并购交易 2/2014 Unternehmeredition（《企业家》杂志）| 17

背景

汉堡——德国最中国化的城市
“汉堡”——易北河畔的汉堡市被中国人如此称呼。它可以被解释为“汉人的城堡”。汉
堡作为欧洲贸易中心吸引了许多中国投资者。源自 LARS ANKE (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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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汉堡港是中国欧洲贸易中心。德国最大的综合性港口汉堡港已成功地发展为中德贸
易枢纽。

2013年汉堡港口十大贸易伙伴
中国*

+2.9%

俄罗斯

+6.4%

新加坡

+3.9%

韩国

9.6%

美国

-4.2%

芬兰

+4.9%

瑞典

+24.0%

波兰

2012

+22.3%

马来西亚

2013

+0.3%

印度

0.0
*包括香港

-4.1%
0.5

1.0

1.5

2.0

2.5

3,0

百万TEU

ᴹ⑤˖∝␃ষ㧹䫔ሔ

图1：在汉堡的中资背景企业数量（仍然活跃的）

䌘᭭ᴹ⑤˖+:)∝㒣⌢֗䖯݀ৌ

18 | Unternehmeredition（《企业家》杂志）中德并购交易 2/2014

∝ܹ偏ⱘ᭄ЁӕϮЏ㽕Ң
џ䰙䌌ᯧϮࡵˈ՟བˈᅱ䩶⌆䌌ᯧ᳝䰤
݀ৌǄЁ᳔ⱘᆊ㠍ࡵ㟾䖤݀ৌг䗝
ᢽњ∝Ў݊偏ഄǄЁ䖰Ё䖤Ꮖ㒣
∝ᓎゟњ㞾ⱘᖋ⌆ᘏ䚼˗Ё
⍋䖤⫮㟇Ўϔᆊ䰙䲚ಶ݀ৌ∝
ⱘ␃ষᮄජᡩ䌘ᓎゟњ㞾Ꮕ⣀ゟⱘࡲ݀
ὐǄ

背景

“汉堡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汉堡驻上海联络处首席代表Lars Anke (安克）先生在专访中谈到了中国企业在汉堡
将会遇到的挑战、困难和机遇。采访人：ANNA ERETH（安娜·埃雷特）

Unternehmeredition（《企业家》杂志):
中国投资者在德国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什么？中国企业如何认识他们作为德国
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这个新的身份？
Lars Anke (安克): ᇍЁӕϮ᳔ⱘᣥ

图表3：大多数的总部位于汉堡的中国投资企业从事各类商品的贸易，积极促进汉堡港口货
运量的发展。

在汉堡注册中资企业的业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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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公司和逐渐复苏的中国国有企
业（SOE）之间的竞争态势如何？您在
观察他们的海外扩张，尤其是在德国的
扩张时，是否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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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Ϟ⍋㘨㒰໘⌑ᑊ䰾Ԉњ᭄ᆊ໘Ѣϡৠ
㸠ϮⱘЁӕϮࠄ∝ܹ偏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问题：你一直生活在
上海，中文也说的很流利。虽然中国环
境污染事件频发，这里对您个人而言有
什么特别的魅力？
Ϟ⍋᳝䛑Ꮦⱘ⡍⅞儙ˈᰃϾϡජǄ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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ࡵԧ㋏ᕜথ䖒ˈ⫳⌏䖬ᰃᕜᮍ֓Ǆ

汉堡周围的沿海地区对中国企业有什么
特别的吸引力？在近几年中有没有特别
成功的投资或交易案例？
∝Ў⌆Ѡ␃ˈᖋϔ␃ᇍ 非常感谢您参与谈话。
Q
ЁӕϮ᳝ⴔᎼⱘᓩˈТ᠔᳝ᕔ
ᴹ⌆ϢЁⱘ䋻⠽䛑䳔㽕䗮䖛∝␃ᴹ
ereth@goingpubli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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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对成功的评价用错了标杆
中国公司的并购常常受到质疑，但综观全球并购的成功率，中国公司的表现也许并没有
那么差。源自 MARC SZEPAN（司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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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并购失败率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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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如果对中国公司
期望过高，对他
们的表现就会评
价不高，因此也
无法看到中国公
司所取得的成绩
其实跟业界的平
均水准一致。

Platform M&A China/Germany

合作伙伴*

by Unternehmeredition

*) 这些及其他合作伙伴对《中德并购交易》专题刊物的传播予以支持 - 纸质版本分别
寄送给关系网中的各大公司，并在相关工作室中陈列；电子版本 (E-Paper) 以及网络
博客通过电子邮件、企业通讯和网络下载进行传播。

实践

共同占领市场
来自中国北京的国有企业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AVICEM）对德国汽车配件
供应商KOKI的收购表明，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活动越来越专业。那么他们对这家中
型企业有什么打算。源自MARK FEHR（马克·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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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教科书
式的收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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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中国买家将其目光投向汽车行业
中国汽车公司海外投资的动机经常超过能够获取技术诀窍的单纯愿望。
源自BORIS SCHILMAR博士和 Yan Sun (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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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为最常见的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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ѻ⫳ⱘᣕ㓁य़Փ≑䔺㸠ϮЁ˄ҹঞৠḋሲѢᡔᴃᆚ䲚ൟ
ⱘᎹৃ⫳ݡ㛑⑤乚ඳЁ˅Ёᖋᑊ߫ᡩ䌘៤Ў䅽Ҏᳳᕙⱘ
䭓ᳳ䍟Ǆ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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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中德并购
网络
舒尔茨·诺阿克·贝尔文克尔中国业务合伙人胡
特博士在2014年于慕尼举行的黑巴伐利亚中德经
济文化协会的活动作报告。

alpha markets战略咨询公司执行合伙人郝思凡
在2014年于慕尼举行的黑珠海市投资促进局的活
动与李书记交流意见。

GoingPublic Media 董事长马库斯·里格尔与
Acxit Capital·爱昔特资本管理公司中国事业
部联席负责人邵俊阳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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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在2014年于北京举行的第六
外投资并购峰会作报告。

届中国企业海

GoingPublic Media中德并购交易平台经理安
娜与秦海鸥（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在
北京合影。

印象

KPMG德国中国业务发展
中心总裁方安达身边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慕
尼黑商务领事陶百良在
2014年于慕尼黑举行的
大中华日。

人民共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 柯慕贤, 中华
会董
国商
国德
和中
万金
事朱
和国驻慕尼黑总领
行的大中
事会主席庞家德在2014年于慕尼黑举
华日。

鸿鹄律师事务所参赞奥勒·布吕博士在2014年
上海投资会议作报告

费晓伦 (WTS合伙人兼
中国业务总管), 罗百韬
(德国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
区国际投资促进会上
海联络处中国地区事务
主任), 罗旻 (德国法兰克
福莱美两河地区国际投
资促进会上海联络处副
主
任)和黄群(泰乐信合伙人
泰乐信兼律师事务所驻
中国境外投资主任)在20
14年于北京举行的第六
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
购峰会合影。

主任艾笔洋
德国百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中国区
慕尼黑举行
会于
化协
济文
德经
亚中
伐利
博士在巴
的活动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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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Platform M&A China/Germany
by Unternehmeredition

中德并购交易平台—赞助伙
伴介绍
ĀЁᖋᑊ䌁ѸᯧĀ⡍ߞѢᑈ⾟ᄷ佪
থ㸠ˈ䖭ህЎ䙷ѯᇍᖿ䗳থሩⱘ䎼๗ᑊ䌁
ѸᯧϮࡵЁ䖙⣯ࡴⱘᡩ䌘ܙ⒵
ֵᖗⱘЁᖋӕϮᨁᓎ䍋ϔᑻḹṕǄ
䖭ᑻḹṕⱘ⸔Ϟˈ៥Ӏ⦄ᇚᐌᑈ
ߎϔϾᑇৄǄ䖭Ͼᑇৄᑊϡ䰤ѢᶤϔϾӴ
᪁ֵᙃⱘၦԧᔶᗕˈৠᯊг㛑ᦤկѸ⌕
ᴎӮ˄খ㾕义ϔϔĀ݇Ѣ៥Ӏā˅
䖭Ͼᑇৄҹ݊ড়ӭԈЎḌᖗˈҪӀᇚ
៤Ўϔ⾡⣀ϔ᮴Ѡⱘϧᆊ㔥㒰ⱘ⸔ǄĀ
Ёᖋᑊ䌁Ѹᯧāᑇৄⱘড়ӭԈЎ䎼๗ᑊ
䌁ѸᯧϮࡵⱘ乚ܜ㗙ˈ᳝さߎⱘ䎼᭛࣪
㛑ˈЁᏆ᳝ᑈϮࡵ㒣偠Ǆᴹ㞾Ё
ᖋⱘᅵ䅵ǃㅵ⧚ϢҎ䌘⑤䆶ǃ㵡
䌘᳡ࡵǃ⊩ᕟ䆶乚ඳҹঞ⫳ѻӕϮⱘᑊ
䌁ϧᆊ∛䲚ϔ䍋Ǆ

៥Ӏᕜ催݈㛑ᡒࠄ$F[LW䌘ѻㅵ⧚݀ৌˈ
↩偀࿕㙵ӑ݀ৌӮ䅵Ꮬџࡵ᠔0HUFXUL
8UYDO䖭ϝᆊϧϮ∈ᑇϔ⌕ⱘড়ӭԈǄ
ϡЙⱘᇚᴹˈ៥Ӏᇚҟ㒡ᴹ㞾ϡৠⱘ᳡ࡵ
乚ඳⱘ݊ᅗড়ӭԈǄ䖭Ͼᑇৄ⦃๗Ё
ᇚᔶ៤ϔϾ⬅㟇ᆊӕϮ㒘៤ⱘড়ӭ
Ԉ㕸Ǆ
Ёᖋᑊ䌁Ѹᯧᑇৄᇚ៤ЎϔϾ⫼ѢѸ
⌕㒣偠ᓎゟ㓈㋏ⳌѦ㘨㋏ⱘ䞡㽕Ꮉ
Ǆ䆹ᑇৄⱘᅫᮼᑊϡҙ䰤Ѣ 㒃㊍ⱘⶹ
䆚 Ѹ⌕ˈ㗠Ѣ ᓔথ㘨 ড় ⬹ˈ䅼 䆎 䎼
๗ ϮࡵЁⱘ 䞡 㽕䯂乬ˈㄝ ㄝǄ䆹 ᑇৄϡ
ҙᬃᣕড়ӭԈЁᏖഎЁऴ᳝߽
ഄԡˈ㗠Ϩ䖬䞣䑿ᅮࠊᦤ կ ᳝݇ᖋ
ЁВ㸠ⱘ䞡㽕⌏ࡼሩ⼎ᴎӮⱘֵ
ᙃǄ
Ƶ

$F[LW &DSLWDO˄⠅ᯨ⡍䌘ᴀㅵ⧚݀ৌ˅Ѣᑈ៤ゟѢ⊩݄ˈ⽣ܟᰃ
ϔᆊ⬅㙵ӑᣕ᳝Ҏ乚ᇐⱘǃ⣀ゟⱘଚϮᡩ䌘䫊㸠ˈᑊ⊩݄⽣ܟǃ㢣咢
Ϫ佭␃䆒᳝ࡲџ໘Ǆ݊Ϯࡵ㣗ೈЏ㽕ࣙᣀ䋶ࡵ䆶ǃ㵡䌘ǃ㞾㧹ᡩ
䌘ҹঞ䌘ѻㅵ⧚᳡ࡵǄৠᯊˈ⠅ᯨ⡍䌘ᴀϰ㽓ᮍ䞥㵡ѸᯧҹঞѮ⌆
⬹䖤㧹ㄝᮍ䴶г᳝Єᆠ㒣偠Ǆ៥Ӏ݀ৌⱘ䞥㵡⌏ࡼ⎉Ⲫњ⬹
ঞӕϮথሩǃ㒧ᵘ䇗ᭈǃ䌘ᴀᏖഎǃӕϮᑊ䌁ㄝᮍ䴶ⱘ䆶᳡ࡵǄℸ
៥Ӏг㉏䞥㵡Ϯࡵᮍ䴶णࡽ៥Ӏⱘᅶ᠋ᑊখϢӕϮᡩ䌘Ǆ៥Ӏⱘ
ᅶ᠋ࣙᣀ⌆ঞ䰙ϞⱘϞᏖ݀ৌǃᆊᮣӕϮǃ䞥㵡ᡩ䌘㗙ǃᆊᒁࡲ݀
ᅸҹঞᴎᵘᡩ䌘㗙Ǆ䰙㣗ೈⱘݙড়ӭԈ᳝ॄᑺศศ䲚ಶǃЁ䞥݀
ৌǃ䌘ᴀǃҹঞ㘇݊ⱘ,VWQYHVW݀ৌ
$F[LW&DSLWDOܼ⧗㣗ೈⱘݙ㙵ϰ᳝-RKDQQHV+/XFDVǃ7KRPDV
.ODFNǃ-HQV 7VFKDXGHUǃ'U +DQQV$OH[DQGHU .OHPP3HWHU
+ROOPDQQǄ
݇Ѣ$F[LW&DSLWDOⱘֵᙃˈ䇋ⱏᔩZZZDF[LWFRPǄ

联系人：
0DUNXV5LHJHU˄偀ᑧᮃg䞠Ḑᇨ ˈ⧚џˈ
䚂ㆅ˖ULHJHU#JRLQJSXEOLFGHˈ
$OH[DQGUD-XQJ˄Ѯग़ቅg㤷Ḑ˅ˈᑇৄ㒣
⧚ˈ䚂ㆅ˖MXQJ#JRLQJSXEOLFGH
$QQD(UHWK˄ᅝg䳋˅ˈᑇৄ㒣⧚ˈ
䚂ㆅ˖HUHWK#JRLQJSXEOLFGH

联系人

Johannes H. Lucas
（陆若瀚）
总经理
电子邮件：lucas@acxit.com

Junyang (Jenny) Shao
（邵俊阳）博士
中国事业部联席负责人
电子邮件：shao@acxit.com

联系方式
Acxit Capital Management GmbH（爱昔特资本管理公司）
Siesmayer Carrée
Siesmayerstrasse 21

60323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电话：+49 (0)69 77 06 06 – 0
传真：+49 (0)69 77 07 69 96
电子邮件：frankfurt@acxit.com
www.acx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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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联系人

↩偀࿕ᰃϔᆊ㔥㒰䘡Ꮧܼ⧗ⱘϧϮ᳡ࡵᴎᵘˈܼ⧗Ͼᆊᢹ᳝
䍙䖛ৡਬᎹǄϢܼ⧗݊Ҫഄᮍϔḋˈᖋˈ↩偀࿕гᰃᅵ䅵ǃ
ࡵ䆶乚ඳⱘ㸠Ϯ㖬ἮǄ
䗮䖛ᇍϧϮⶹ䆚ᡔ㛑ⱘ㊒⏅ᥠᦵˈᇍ㸠ϮᚙⱘމЄᆠњ㾷ˈ
↩偀࿕ⱘѸᯧϧᆊӀЎܼ⧗ᅶ᠋ᦤկϧϮֱ䱰ⱘߎଂ⌕᳡ࡵ催
ᬜⱘѸᯧㅵ⧚᳡ࡵǄϧϮⱘӕϮ㵡䌘䆶ঞ㓐ড়ᗻⱘϧϮⶹ䆚ᡔ㛑ᰃ
Ѹᯧ៤ࡳⱘᖙ㽕އܜᴵӊǄҙᖋˈ↩偀࿕ህᢹ᳝䍙䖛ৡᑊ䌁ϧ
ᆊˈ䍙䖛ৡѸᯧ᳡ࡵϧᆊЎᙼᦤկ䆶᳡ࡵǄ
䜡ҹᖋ↩偀࿕Ё᳡ࡵ䚼ⱘЄᆠᅲ䏉㒣偠ˈ↩偀࿕ᖋⱘ乍Ӭ
䋼᳡ࡵᰃབ㰢⏏㗐Ǆ↩偀࿕ᖋⱘϧᆊӀü݊Ёгࣙᣀ䆌ᥠᦵЁ
ᖋঠ䇁ⱘЁਬᎹüḍᡩ䌘㗙ⱘϡৠ㽕∖Ў݊ᠧ䗴䞣䑿ᅮⱘخ㾷އ
ᮍḜˈЎЁᖋӕϮᖋǃ⌆З㟇Ёⱘ㉏Ѹᯧঞᡩ䌘⌏ࡼֱ偒
ᡸ㟾Ǆ
↩偀࿕ᖋⱘ䎼ᡩ䌘ᑊ䌁Ѹᯧ᳡ࡵгᕫࠄњ↩偀࿕ܼ⧗Ё
᳡ࡵ䚼Ϯࡵ㔥㒰ⱘᬃᣕǄ↩偀࿕ܼ⧗Ё᳡ࡵ䚼䍙䖛Ͼᆊ
ഄऎᢹ᳝ᔧഄⱘЁϮࡵЁᖗˈ↩偀࿕ᖋгᖱ߫݊ЁǄ⬅ℸˈ↩偀
࿕ᖋᕫҹϢ↩偀࿕ܼ⧗㔥㒰ⱘϧᆊϔ䍋ˈ䱣ᯊᦤկ݇ѢЁⱘ㊒⏅
ϧϮⶹ䆚ᔧഄህ䖥᳡ࡵǄֵᙃ䇋䆓䯂ZZZNSPJGHFKLQDǄ

0HUFXUL 8UYDO˄ᱎ⨲ӕϮㅵ⧚䆶᳝䰤݀ৌ˅߯ᓎѢᑈˈᰃϔ
ᆊ㒘㒛㡃དⱘ⣀ゟ݀ৌˈᢹ᳝䖥ৡਬᎹˈߚᏗѢܼ⧗Ѩ⌆䍙
䖛Ͼᆊˈᰃܼ⧗乚ⱘܜҎ䌘⑤ㅵ⧚䆶݀ৌǄ
㞾ᑈҹᴹˈ៥Ӏ࣫ҀϞ⍋ߚ߿៤ゟњϸᆊߚ݀ৌǄ

沈茂瑞男爵
合伙人，交易&重组
德国毕马威中国服务部
兼并重组主管

戴能伟
合伙人，交易&重组
德国毕马威中国服务部
交易服务主管

王炜
市场部总监
中国服务部业务发展
中心

毕马威股份公司会计师
事务所
THE SQUAIRE /
Am Flughafen
60549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毕马威股份公司会计师
事务所
Tersteegenstrasse 19-31
40474 杜塞尔多夫

毕马威股份公司会
计师事务所
Tersteegenstrasse 19-31
40474 杜塞尔多夫

电话: +49 69 9587-4040
mschenck@kpmg.com

电话: +49 211 475-7547 电话：+49 211-475-6527
dirknawe@kpmg.com wwang9@kpmgcom

联系人

我们的服务范围ࣙᣀ㨷џӮঞ催ㅵ⣢༈ǃҎ䌘⑤ሑ㘠䇗ᶹǃᑊ䌁
䖛ⱘᬃᣕǃᑊ䌁ৢⱘᭈড়Ϣ䆶ǃҎᠡㅵ⧚ҹঞϮࡵ䕀ൟǄ
我们的核心能ᰃ䗮䖛ᇏᡒǃᣥ䗝ǃᅝᥦǃথሩড়䗖ⱘҎᠡᴹ᳡ࡵ
Ѣ݀ৌˈՓҪӀޱ㘮ϔ䍋ˈᴹֱ䱰䰙ᡩ䌘އㄪǄ
Michael Güttes
副总裁
Mercuri Urval企业管理咨
询杜塞尔多夫公司

Alexander Bolz
（亚历山大·博尔兹）博士
高级顾问
Mercuri Urval企业管理咨询慕
尼黑公司

联系方式
Mercuri Urval GmbH
Peter-Müller-Str. 26
40468杜塞尔多夫
电话：+49 (0) 211 550 43 – 0
传真：+49 (0) 211 550 43 – 199
电子邮件：duesseldorf.de@mercuriurval.com
www.mercuriurv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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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活动日程表和媒体伙伴
日期/地点

主办方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by Unternehmeredition

中德并购交易平台是本次活动的媒
体伙伴。

活动

2014年08月08日, 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协办
顺德、佛山和广州 www.deutsche-boerse.com

顺德中德投资峰会
内容包括：德国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国际投资促
进会的讲话
报名参加：请提前联络

2014年08月19日
至21日，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www.chinagoesglobal.org

“中国走向全球”会议
重点为“中国的全球化”的报告会
参会费：大约470欧元

2014年08月26
日，上海

维锡国际咨询公司
www.gicglobal.com

2014年度中国企业进入德国市场的战略规划会议
聚焦“投资德国”的跨国活动
报名参加：费用约1500欧元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by Unternehmeredition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by Unternehmeredition

2014年09月08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政府、商务部
至11日，厦门
投资促进事务局
www.chinafair.org.cn

2014年投洽会-第18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展
重点是房地产与投资
参会费：大约1300欧元”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2014年09月09
日，美茵河畔
法兰克福和2014
年09月11日，
慕尼黑

香港贸易发展局(HKTDC)与慕尼黑和上巴
伐利亚商会及法兰克福商会
www.hktdc.com

2014年香港贸发局签名外展-香港金融广场：
德国商业和贸易的优势
围绕香港作为贸易金融中心的专题演讲和经验报告
参会费：免费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2014年09月20日
至28日，上海、太
仓、常州、金坛、嘉
兴、苏州

德中经济联合会与欧洲-中国贸易协会联办
www.eucba.org

欧洲-中国贸易协会：欧洲企业代表团访华
商务之旅，以“探索长江三角洲”为主题
报名参加：费用约2750欧元

2014年09月22
日于杜赛尔多
夫；2014年9月23
日于慕尼黑

德中经济联合会
www.dcw-ev.de

中国品牌零售业——如何吸引中国消费者
就进入中国消费品市场的法律框架，进行实践总结
报名参加：费用约100欧元

2014年09月24
日，慕尼黑

国际律师事务所McDermott Will & Emery
www.mwe.com

MuMAC-慕尼黑并购大会：2014年跨国并购研讨会
国际并购基本情况
参会费：根据要求

2014年09月24日
至26日，上海

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www.analyticachina.com

中国分析生化
亚洲关于技术问题，如分析、实验室技术、
诊断和生物技术的国际交流平台
参会费：大约2655欧元

2014年09月25
日，奥格斯堡

施瓦本商会与巴伐利亚中国经济文化协会
www.chinaforumbayern.de

中国和德国机械工程互为-市场、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
围绕德国机械工程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的演讲
参会费：40欧元

2014年10月08日
至15日，宁波、
绍兴和常州

本傲会计事务所(Ebner Stolz)中国事业部
www.ebnerstolz.de

德国企业家的中国之旅
为期8天的宁波、绍兴和常州之旅
参会费：根据要求

2014年10月10日
至11日，汉堡

汉堡商会
www.hk24.de

2014年度汉堡峰会：中国与欧洲相遇
来自商界、政界和科学领域的400多名专家，共商中欧经济关系现状；中
国总理李克强为名誉嘉宾
报名参加：请提前联络

2014年10月23日
至24日，北京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CODA)
www.codafair.org

第六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对外投洽会）
全球投资策略的专家交流
参会费：大约1300欧元

2014年10月29日
至30日，北京

ODEB集团
www.coifair.org

2014年北京世界投资峰会
对于并购、投资等问题的专题演讲
参会费：大约2700欧元

2014年11月04日
至05日，斯图加特

德中经济联合会(DCW GmbH)
www.dcw-ev.de

国际连线（斯图加特）
在出口与国际化论坛上结成联盟“与中国做生意”
参会费：约为1990欧元

2014年11月11日
至13日，香港

亚洲创业投资期刊（亚洲创业基金期刊集团）
www.avcjforum.com

AVCJ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论坛（香港）
国际投资者们在对话中就私募股权问题进行探讨
参会费：大约2700欧元

2014年11月14日
至22日，北京、南
京、无锡、昆山和
上海

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与精彩中国和凯撒旅游
共同主办
www.chinaforumbayern.de

2014年秋季商务之旅，
“洞察中国”
十天的行程内，将访问中德企业，并与记者和政
府官员见面；还将与驻扎中国、洞悉国情者共同
讨论中国的发展
报名参加：费用约179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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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日期/地点

主办方

活动

2014年12月04日
至06日，香港

香港贸易发展局(HKTDC)
www.hktdc.com

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这是一个为中小企业交流提供有关在国内及海外商业机会、金融
服务、法律及会计理念的国际会议场所
参会费：约为2200欧元

2014年12月04日
至05日，香港

香港贸易发展局
www.bipasiaforum.com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
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上，知识产权专家和全球企业高层齐聚一堂，商
讨知识产权界的最新发展，获悉商业合作的机会。
报名参加：费用约150欧元

2014年12月15日,
科隆

科隆德中经济联合会
www.dcw-ev.de

2014年度德中经济合作研讨会
提供平台，商讨德中经济双边关系中的机会和挑战
报名参加：290欧元

2015年01月19日
至20日，香港

香港贸易发展局(HKTDC)
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

AFF2015, 第8届亚洲金融论坛 - 亚洲：在变革中
的世界可持续发展
来自经济及金融领域的国际专家以及政府代
表讨论市场情报活动和新的商业机会
参会费：约为700欧元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2015年度上海投资会议
中国企业在重点行业的对外投资：第三届跨国并购和
投资会议，主题：并购交易2.0

Plattform M&A China/Deutschland

2015年4月23日， 贝旭科投资咨询公司与鸿鹄律师事务所合办
上海
www.shanghaifundingconference.com

by Unternehmeredition

by Unternehmeredition

广告

服务

Unternehmer
Edition

Platform M&A China/Germany

版本说明中德并购交易

by Unternehmeredition

Eine Idee von Unternehmeredition und M&A REVIEW

广告商名单
客户

页码

出版社：GoingPublic Media AG
Hofmannstr. 7a, 81379 慕尼黑
电话：089-2000 339-0，传真：089-2000 339-39
电子邮件：info@goingpublic.de
官网：www.goingpublic.de，www.unternehmeredition.de，www.ma-review.de

Acxit Capital Management
(爱昔特资本管理公司) ..................................11

编辑：Anna Ereth（安娜·埃雷特）、Stefan Gätzner（斯特凡·葛茨纳）、
Oliver Bönig（奥雷维·博尼格）
图片编辑：Andreas Potthoﬀ（安德里亚斯·波特霍夫）

BankM ...............................................................7

Beiten Burkhardt .......................................23

CIFIT ................................................................31

图片：iStock, Fotolia, PantherMedia, Pixelio, Photodisc
参与编辑人员：Michael Clauss（柯慕贤）, Mark Fehr （马克·菲尔）, Cora Jungbluth（容恺
桦）, Norbert Hofmann（诺伯特·霍夫曼）, Thomas Müncher（托马斯·慕尼黑尔）,
Dr. Dr. Boris Schilmar（波利斯·西马尔博士）, Yan Sun（孙燕）, Marc Szepan（司马刚）,
Wang Wei（王巍）, Verena Wenzelis（维蕾娜·文策利斯）
人物采访：Lars Anke （安克）, Hubert Becker（湖北特·贝克）, Peter von Jan（比特·芬·
杨）, Peter Muhr（比特·慕尔）, Matthias Richter（马迪亚斯·雷黑特）, Achim Weick（亚
黑慕·维克）

Frankfurt RheinMain ................................25
审校：Magdalena Lammel（马格达莱纳·拉莫尔）, Ade Team

Graf von Westphalen ...............................15

设计：Andreas Potthoﬀ（安德里亚斯·波特霍夫）
联系中国/上海：Minglei Yang（杨明磊）、电话：+86 (0) 216 1373 227、

KPMG (毕马威) ............................................ U2

移动：+86 (0) 135 24 66 65 36
翻译：DCT GmbH，英革睿（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SZA Schilling, Zutt & Anschütz ..............9

平台管理: Alexandra Jung（亚历山大·荣格）Anna Ereth（安娜·埃雷），Markus
Rieger（马库斯·里格尔）,电话：+49(0)89-2000 339-56/58，传真：-39

广告：以2013年1月1日第2号价目表为准。
《中德并购交易》2014年出版计划：11月6日（期号2/14，电子杂志）·10月1日（期号
3/14，纸质版本+电子版本）
《中德并购交易》2015年出版计划：2月4日（期号1/15，电子杂志），5月6日（期号2/15
，纸质版本+电子版本）·8月5日（期号3/15，电子杂志），10月7日
（期号4/15，纸质版本+电子版本）
价格：单本14.80欧元
订阅管理：GoingPublic Media AG, Hofmannstr. 7a, 81379慕尼黑
电话：089-2000 339-0，传真：089-2000 339-39
法律责任和提示：编辑部保证文章、推荐、图表来源的可靠性。但是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对于未经要求发来的文章，编辑部有权删减或拒绝印刷。
再版：© 2014 GoingPublic Media AG，慕尼黑。保留所有权利，尤其是其它外语译本。未经
过GoingPublic Media AG 书面出版许可，不得用光机械手法将本刊或部分内容制作副本（图
片副本、缩印本）。同样禁止将本刊收录进电子数据库、网络或用CD-ROM复制。

ISSN 2190-2364, ZKZ 74988

32 | Unternehmeredition（《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