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华永道

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
中国业务部

单一联系点
一步联系您与30个国家/地区、53个办事处、超过300名合伙人及8000
名顾问

www.pwc.pl/china
请关注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

微信订阅号:普华永道中东欧
ID:CBG_C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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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兰 11. 爱沙尼亚 21. 俄罗斯

2.捷克共和国 12. 拉脱维亚 22. 蒙古
3.匈牙利 13. 立陶宛 23. 格鲁吉亚
4.斯洛伐克 14. 乌克兰 24. 亚美尼亚
5.斯洛文尼亚 15. 摩尔多瓦 25. 阿塞拜疆
6.克罗地亚 16. 罗马尼亚 26. 哈萨克斯坦
7.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7. 塞尔维亚 27. 乌兹别克斯坦
8.黑山 18. 科索沃 28. 吉尔吉斯斯坦
9.阿尔巴尼亚 19. 马其顿 29. 塔吉克斯坦

10.白俄罗斯 20. 保加利亚 30. 土库曼斯坦

联系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
波兰核心团队

Hellen Qin 秦冉
项目高级经理
+48 519 507 180 
ran.qin@pl.pwc.com

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其他地区联系人

罗马尼亚 / 巴尔干地区

Wang Di 王帝
高级经理
+40 734 443 844
wang.di@ro.pwc.com

乌克兰 / 白俄罗斯

Yang Shuai杨帅
客户经理
+38 050 412 93 94
yang.shuai@ua.pwc.com

哈萨克斯坦 / 欧亚

Klara Kaiyrgazy珂拉娜
高级顾问
+7(707) 761-7400
klara.kaiyrgazy@kz.pwc.com

Jin Li 李进
客户经理
+48 519 508 139
jin.li@pl.pwc.com

Jiaxin Fan 范嘉欣
顾问
+48 519 504 317
fan.jiaxin@pl.pwc.com

匈牙利

Xisi Zhang 张西斯
顾问
+36 30 555 8522
xisi.zhang@hu.pwc.com

塞尔维亚 / 西巴尔干地区

Ru Li 李茹
客户经理
+381 64 8573 933
ru.li@rs.pwc.com

俄罗斯

Katja Gan 甘静
顾问
jing.gan@ru.pwc.com

捷克

Fahua Xu 徐发华
顾问
+420 731 553 963
fahua.xu@cz.pwc.com

俄罗斯

Fang Kun 方堃
高级经理
kun.f.fang@ru.pwc.com

蒙古

Goomaral Tumurchudur米色丽
顾问
+976 99197874
goomaral.tumurchudur@pwc.com

哈萨克斯坦

Kaisar Kairat凯萨
顾问
+7(702) 283-3306
kaisar.kairat@kz.pwc.com

http://www.pwc.pl/china


为何选择和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合作？

• 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是中东欧/欧亚/俄罗斯30个国家/地区的单一客户联
系点并提供中文客户服务。

• 中国业务部顾问了解中国商业文化及拥有与中国客户合作的丰富经历。

• 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协助您扩大及开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30个市场的商业
机会。

• 与普华永道中国密切的合作关系加强了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的服务能力和
质量。普华永道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澳门成员机构根据各地适用的法律协作运营。
整 体而言，员工总数约15,000人，其中包括约640名合伙人。普华永道分布于以下城
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西安、郑州、合肥、南京、苏州、
杭州、宁波、武汉、成都、重庆、长沙、昆明、厦门、广州、深圳、香港、台北、中
坜、新竹、台南、台中、高雄及澳门。

• 凭借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对于行业的专业知识、与政府机构的良好关系、领先的全
球网络资源及全球服务经验，我们有能力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及并购提供专业、全
面的咨询服务。

专注行业以及专业团队
使普华永道为当地市场
更好地提供服务

审计
内部审计
财务报告和会计
监管服务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
企业重整
信息技术安全/网络安全信息技术
金融风险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交易、并购
研究与发展、创新管理
外来投资
采购和基础设施投资
改革管理
法务会计
人力资源咨询
企业社会责任

税务咨询
法律服务
间接税
诉讼与监管
国际税务架构
转让定价
人力资源服务
会计和薪资外包
工作许可和居留证申请

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 我们的服务

审计及鉴证

咨询 税务和法律服务

房地产
零售及消费品
运输与物流
通信、媒体和科技
汽车
政府及公共服务
工程建筑

化学制品
石油和天然气
能源、公用事业及采矿
金融服务
保险
医疗保健
医药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地区的投资、经营活动越来
越频繁。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地区融汇了多国语言、文化，在该地区进行投资、经营时对企
业跨文化商业经验有非常高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及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两地客户应对各国不同文化及语言的挑战，普华
永道专门设立了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它涵盖了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地区共30个
国家，在这些国家都有了解地方语言、文化且专业知识极为丰富的团队。同时，我们的团队
了解中国的商业文化并有与中国客户合作的丰富经历，在海外投资、并购、咨询、税务与法
律等不同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们能够为中国客户提中文服务，协助中国企业与地方
机构、公司进行沟通。

普华永道中东欧/欧亚/俄罗斯中国业务部团队协助您

应对中东欧/欧亚/俄罗斯地区发展过程中复杂多样的挑战：

• 超过25种不同的语言
• 独特的商业文化
• 相异的法律和监管制度

• 不同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 20余种货币（显著货币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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