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计师  税务师

我们直接用您的母语中文
提供我们专业的服务

您的私人企业咨询 源自拜仁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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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施云是1907年在伦敦创办，国际独立自营的审计师、税务师事务所。

它以其横跨世界103个国家和地区的292事务所、626个分支机构和超过26,000名从业者的专业

团队搭建起值得信赖的服务网络，目前已成为四大之外在国际审计和税务领域的领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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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和联系所 

非洲 8 23 29 830 29.8

13 20 44 2,494 82.3

国家 成员所 分支机构 员工 收入 

(百万美元)

亚太 

2 15 22 884 131.9大洋洲 

1 3 47 5,545 268.5中国 

43 145 298 8,115 993.0欧洲 

17 26 35 1,350 39.4拉丁美洲 

12 14 26 614 23.2中东 

7 46 125 6,458 1,115.2北美* 

*包括百慕大和加勒比地区

2014年全球统计数据 - 2015年1月国际会计公报公布

103 292 626 26,290 2,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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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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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施云德国股份公司由其全德范围内20家成员所和约2000
名从业者组成。

KPWT是1983年成立的审计师、税务师事务所，今天在巴伐

利亚州有九个分支机构以及一个在意大利的办公室。270名
员工中有超过60位审计师和税务师，可在公司内部通力合

作，高效专业，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作为马施云德国的创建者和成员所，KPWT带领其分支机构，

以高水准的执业水平和价值观为客户提供全面、周到、细致

的一站式服务。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合伙人将直接为每一位

客户服务；他组织协调事务所内相关财务和税务领域的专业

人士提供咨询服务，快速高质量的解决客户的问题，并与客

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KPWT马施云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为您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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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范围

税务咨询意味着对当前财务状况的了

解和运用，以及运用专业的税务策略

提升创新及发展的格局。借助KPWT税

务团队丰富的职业经验及精深的专业

知识，我们向客户提供各种税务常规

性服务包括从工资结算和财务会计到

企业审查，及其他的单项服务，如企

业改制重组中涉及到的税务服务，从

而协助客户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同时，

减少税务无效开支，降低税务运营风

险。 

同时我们也专注国际税务问题。我们

通过马施云的国际平台，协助客户在

外国的分支机构制定税务优化方案，

降低税务执行成本。 

服务领域:

> 财务报表编制，纳税申报及税务合规，会计和员工工资结算 

> 对企业接受税务局审查的支持和咨询 

> 企业和个人日常税务咨询 

> 国际税务咨询 

> 税务规划咨询特别在公司接替，继承和赠与税方面 

> 转移定价 

> 企业重组/德国重组税法案 

> 国际业务中的增值税咨询

> 外派员工服务

KPWT马施云主要向中型公司、家族企业和个人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我们将在相互信任的层面上成功地

协助客户。并在此过程中将通过KPWT网络的多年经验，多元的联系网以及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分工令

我们的客户获益。

高质量咨询取决于正确的决策和良好的联系。KPWT致力于该关系网络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竭诚为客户

提供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为客户考虑得更远，让客户通过我们获得更多的联系网并以此长期受益，使

我们的事务所成为受到广泛认可和令人瞩目的领军国际财会与咨询的网络。

税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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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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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KPWT而言，审计服务不仅仅是法

定和自愿的审计，章程报告和鉴定服

务，更是通过审计工作中找出企业的

优势和问题所在，根据企业的利益为

其未来的发展保驾护航。特别在投资

交易和资本市场中，使客户通过我们

高品质的尽职调查获益。 

凭借一流的专业咨询服务以及现代化

的审计技术，对财务报表是否按照规

定的标准编制发表审计意见，确保客

户的财务数据真实可靠。审计包括对

于大中型企业的法定和自愿的年终报

表的审计，以及尽早的识别对企业发

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风险，并给出解决

意见。 

服务领域:

>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审计 

>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进行审计

> 上市公司审计 

> 企业并购和股权转让审计 

> 公司建立和增资审计 

> 基金会的审计和咨询 

> 非营利性组织的审计和咨询 

> 企业价值评估 

> 侵占审计

> 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和审计 

> 转移定价 

审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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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范围

服务领域:

> 企业评估、投资评估和其他评估

> 尽职调查/ 并购交易 

> 成本会计

> 融资 

> 预算，编制综合计划

企业咨询不仅需要税务或者审计服

务，相关行业的知识也是提供全面专

业咨询不可缺少的因素，从而对于企

业的未来更加慎重的进行计划。因此

我们在提供服务时确保我们的税务师

和会计师拥有与我们的客户的规模、

公司性质、领域和需求息息相关的行

业领域的知识。 

企业咨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托马斯 齐格纳
中国业务部负责人

董事，合伙人

审计师，税务师

座机 +49 89 747240-0                 

传真 +49 89 747240-40 

手机 +49 171 99 56677

邮箱 t.ziegler@mskpwt.de

咨询领域:

> 协助在企业购买中涉及到的企业价值评估，尽职

调查和税务咨询 

> 对于复杂的税务局审查、特别是国际业务中的税

务支持 

> 集团架构中的税务优化 

> 企业交易 

> 不动产交易 

> 集团合并报表 

> 企业重组与破产

杨晓宇
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

中国业务部 

电话 +49 89 747240-31                 

传真 +49 89 747240-40 

邮箱 x.yang@mskpwt.de

咨询领域:

> 年度财务报表和纳税申报的编制 

> 从企业建立和公司建构的税务咨询到企业税务、

财务的尽职调查 

> 不动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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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WT马施云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

林德伍姆大街114号
80337 慕尼黑

电话:  +49 (0)89/74 72 40-0
传真:  +49 (0)89/74 72 40-40
邮箱:  info@mskpwt.de

www.kpwt.de
www.moorestephens-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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