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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month, ALB 
draws on its panel 
of outbound 
investment editors to 
bring readers up to 
date with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across 
a range of key 
overseas markets

EUROPE
De Brauw Blackstone 
Westbroek

MALAYSIA
Azmi & Associates

M＆a是取得企业支配权的交易。日本公
司中，在“代表取缔役”（代表董事）、“社
长”等公司主要业务执行人的人事任命及
其他重要业务执行等方面，董事会掌握着
决定权。拥有相关权限的董事会成员由股
东大会选任，特别重要的业务执行需要股
东大会的批准。因此企业支配权的取得主
要通过取得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来实现。

日本企业的M＆a： 
并购方法论①（总论） 

在宣告判决时，不满意判决的那方可以
对判决提出上诉。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各
方有两个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诉讼费用与时间
诉讼费用取决于索赔或案件的性质。一些
直接并有完整证据的案件所需费用较低。
涉及多方和涉及很多权利处于灰色区域的
案件需昂贵的费用诉讼。诉讼时间取决于
案件的复杂性。一般来说，案件会在一年
或两年间判决。近期马来西亚法院系统改
革并设定诉讼时间目标于九个月到一年。

作者要强调，在马来西亚法院发言权仅
提供于马来亚高等法院、沙巴和沙捞越高
等法院的律师。因此，如果任何外国人或
公司企业欲在马来西亚提起诉讼，都必须
首先寻找马来西亚律师代表提起诉讼。

作者：阿布达乌阿卜杜勒拉希（马来西亚阿兹米律师所, 
资深律师） / 法蒂哈（马来西亚阿兹米律师所, 律师）

联系：马来西亚阿兹米律师所，中文团队 
姓名：巫殷婷 (马来西亚阿兹米律师所，
资深律师）
电邮：chinadesk@azmilaw.com 
电话：00 6 03 2118 5076 
传真：00 6 03 2118 5114 
地址：azmi & associates 
14th Floor, Menara keck seng, 
203,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阿兹米律师事务所是一家设在马来西亚
的行内领先企业法律师事务所。本所的国
际联系处之一，中文律师团队，熟悉于中华
文化和其企业的经营方式，并涉及中国内
地和其它大中华区域的跨边界交易。本所
的中文律师团队除了能使用英语外，还善
于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福建（闽南）话沟
通。阿兹米律师事务所更与中银律师事务
所（中国最大的企业法律师事务所之一）
建立合作关系”

诉讼行为
马来西亚严格遵循普通法系，因此遵循先
例在马来西亚法律制度里是很重要的原
则。马来西亚法院采取”对抗制”，争议双
方举证，让扮演被动角色的法官依据全部
证据进行衡量和行使裁定。

在马来西亚，诉讼程序有的被编入法
典，有的在法庭指示和规章里，也有些是
根据普通法规定的章程。马来西亚民事诉
讼程序法典是法院规则（初级法院1980，
高等法院1980，上诉法院 1994，联邦法
院1995和特别法庭1994），而刑事诉讼法
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法典。

提起诉讼过程
在马来西亚提起民事诉讼的过程是,受损
方将在使用法庭诉讼文件开始民事法律
程序。案件的性质和法院的级别需要不同
的程序和模式。被起诉的一方可以挑战有
关诉讼，或选择提出抗辩。

至于马来西亚刑事诉讼, 马来西亚皇家
部队会发起调查。在完成调查后，警方会
将调查报告送去给检察官，有关检察官就
会对罪犯提出刑事诉讼，或者退还调查报
告文件于警方作进一步事实调查, 或不行
使其特权不提起任何刑事指控。

马来西亚法院体系框架
马来西亚的法院分为三个层次：初级法
院 (这包括了推事法庭和地方法院)，高级
法院和上诉法院(这由上诉法院与联邦法
院组成)。

执行判决
在马来西亚，每个法庭有权执行其各自的
判决范围，包括判监禁或徒刑和金钱赔
偿。至于在马来西亚执行外国判决，该外
国判决必须在马来西亚高等法院登记。马
来西亚法院只准许注册那些列在外国判
决相互执行法1958第一附表里的外国国
家上级法院宣判的判决。必须注意的是，
中国不是该法所承认的国家之一。凡判决
起源于非该法承认的国家，胜诉方必须在
马来西亚高重新提起诉讼。

马来西亚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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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funds can be repatriated to 
China without withholding tax, or at 
substantially reduced rates, and with 
only minimal corporate taxation at the 
intermediary level. 

For example, a French subsidiary 
paying dividends to its Chinese parent 
must pay 10% withholding tax. By 
placing a special Dutch company that 
satisfies certain conditions in between, 
the French dividend should be exempt 
from French withholding tax under EU 
regulations. The use of a special Dutch 
legal entity also ensures that the funds 
will not be significantly taxed in the 
Netherlands either. The same works for 
investments in countries outside the 
EU that have an appropriate tax treaty 
with the Netherlands. For example, if a 
Chinese company invests in Kazakhstan 
through a Dutch intermediary company, 
dividends are subject to only 5% 
withholding tax under the Netherlands-
Kazakhstan treaty, instead of the 10% 
under the China-Kazakhstan treaty.

Conclusion: Chinese companies can 
ofte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oreign 
tax burden of investments abroad by 
using European intermediary structures. 
The tax benefits almost always 
outweigh the limited costs setting 
up such structures. So we always 
recommend: before going abroad, 
consider a European intermediary 
company to reduce your taxes.

written by
Geert Potjewijd

2906 / 2908 China World Office 2 
No. 1 Jianguomenwai Avenue  
Beijing 10000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  +86  105 96 50 501 
E  geert.potjewijd@debrauw.com 
M +86 138 1160 6280

When Chinese companies make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want to repatriate 
passive income (dividends, interest and 
royalties) to China, this is often subject 
to significant withholding taxes in the 
host country. Chinese tax treaties do 
not always help, since China tends 
to agree on a rather high rates. The 
effective tax burden may be reduced by 
interposing a company in a jurisdiction 
that: (a) has a tax treaty or similar 
regional arrangement with the host 
country that reduces withholding taxes, 
and (b) does not materially tax the flow 
of funds. Popular offshore jurisdictions 
like the BVI or Cayman Islands typically 
do not work since most countries 
will not conclude comprehensive tax 
treaties with such tax havens. 

Some European jurisdictions, like 
the Netherlands and Luxemburg, can 
offer a good alternative. Intermediary 
companies in these countries can 
be used to achieve significant tax 
reductions for investmen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U. Within the EU there 
are typically no withholding taxes on 
dividend, interest and royalties paid 
to a company in another EU country. 
For investments outside the EU, the 
Netherlands and Luxemburg have 
concluded tax treat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reduce withholding taxes. 
As a result, if certain conditions are 

Reducing Taxes On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s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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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的取得首先可以通过从现有股东

处受让对象公司的有表决权股份的方法实
现。非上市公司的情形中，现有股东和并购
方之间签订并履行股份买卖合同（一对一股
份买卖）。此时需要取得对象公司董事会
的批准。与此相对，在上市公司的情形中，
通过签订并履行股份买卖合同来取得股份
的方式则受到了限制，因为存在公开收购
的限制。

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市场内买卖或公开收
购（ToB）的方式从现有股东处取得表决
权。实务中有仅通过市场内买卖取得上市
公司支配权的例子(市场内买卖)，但是由
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结果有可能造成并
购成本的增加。与此相对，公开收购可以
将并购成本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但需要遵
从详细的披露规定，如违反则要受到严格
的制裁（公开收购）

表决权的取得还可以通过从现有股东处
受让表决权以外的方法来实现。即从对象
公司自身取得股份的方法。包括对象公司
发行新股，由并购方来认购的方法（新股发
行）；处分已经发行被公司回购的库存股，
由并购方来受让的方法（处分库存股）；以
及利用企业重组的方法。就企业重组的方
式而言，有将对象公司作为存续公司来进
行合并，作为合并的对价从而取得对象公司
股份的方法，或者相反，将对象公司作为消
失公司来进行合并，对象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存续公司概括承受，通过取得该存续公
司的表决权的方法从而达到与取得对象公
司支配权相同的效果（合并等）。

此外还有，不取得表决权，通过受让业
务、资产的方法事实上达到与取得对象公
司支配权相同的效果（业务转让等）。

那么，使用哪种并购方法是合适的呢？
因为支配权的变更会给对象公司各方面
的相关人员带来重大影响，所以无论使用
何种方法都要求具有透明性和公正性。不
过，针对不同的并购方法，法律规定的具
体内容则不尽相同。从下一回开始，将对
根据并购目的及背景情况的不同来选择
何种并购方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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