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致同国际业务部
提供在法设立机构的解决方案 - 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

一个拥有丰富专业知识和扎实行业经验的团队
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商业决策过程中提供量身定制的高品质服务



我们的团队拥有多年服务外商投资企业的经验。我们帮助企业
综合筹划在法设立机构之前诸多因素，以确保企业将来的持续
发展和高效运营。

1.  协助企业选择公司形式: 办事处，分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公司等等…

2.  帮助企业进行税务注册, 养老保险机构注册
3.  协助企业起草员工劳动合同
4.  帮助企业了解法国当地法务，税务，会计，劳动法及社保法

的合规要求
5.  协助企业建立会计制度，即能满足企业内部管理需求，又遵

守法国当地合规要求
6.  与企业的银行，律师及各类专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利

于企业将来高效运行
7.  提供房租合同咨询服务及提供虚拟办公地址的联络服务

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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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优势

我们的团队由法国及中国注册会计师组成
我们有长达10年服务中国企提供汉语、英语、德语、日
语、法语等的财务报表及管理报告。
流利的中英法三种语言与客户沟通
热情的合伙人及高级经理
我们与中国致同紧密合作

诚信是我们的宗旨

致同是您成功进入法国市场及在法持续发展的可靠
合作伙伴

在当地日常合规管理中，您需要帮助吗? 我们会助您在一
个陌生的环境中满足当地合规要求，从而轻松自如地开展
业务。

我们是您在法业务的总协调员，为您在业务管理过程中提供
各项合规服务:
1.  企业财务管理报告及不同会计准则下的报表转换(包括国

际会计准则，中国准则)
2. 财务会计外包
3. 法国会计合规服务
4. 社保法规，劳动法规和工资法规的合规服务
5.  税务申报，社会保险申报支持及为享受法国税收优惠政

策提供支持
6. 集团税务报表申报(递延税款)
7. 税务审计及社保机构稽查提供支持
8.  日常管理协助:开发票服务，应付账款管理及付款服务，

应收账款管理及收款服务
9. 通过项目管理团队提供全球合规服务支持。

运营阶段

高度主动 反应迅速

我们是您的主要联系人
我们主动了解您的需求，迅速为您提
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经验丰富的团队

一个专门为国际客户服务而打造的团队
在会计，税务和咨询等国际业务中积
累的扎实的行业经验
有处理各种规模跨国公司的丰富业务
经验
拥有广泛的会计软件知识和高效的IT
解决方案



 您要在法拓展业务？
您在寻找新市场？
您将要进行企业销售或业务重组？
您需要加强投资者信心？

我们相信您的增长潜力。在陪伴您走过公司的成长周期过程
中，我们有能力协助您在企业的发展中一起步向正确的方向。
1.  随着公司的扩张，提供合并会计报表服务
2.  协助谈判和交易（尽职调查，重组，...）
3. 外包平台
4. 专业IT解决方案和安装方案
5. 人员的外包和临时行政服务支持
6.  根据企业的变化，重新考虑公司形式及税务架构
7. 风险管理分析和业务连续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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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工作环境

在业务与人之间创造优化的工作环境
提供个性化的全方位服务

竭诚为客户提供一流专业服务 - 与客户共达优
秀，共悦成功 

致同法国成立了中国、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际业
务平台。我们的资深专家深入理解各国文化和经营理念，敏
感捕捉文化差异并与当地政府之间进行良性互动。基于全球
视野、本土智慧 ，我们致力于成为企业的商业顾问，为您提
供有价值的、全面专业的服务。

您对法国各项法律法规熟悉吗？
公司面临现金流问题？诉讼难题？税务罚款？
您公司价值有没有被低估？
您公司面临人力资源短缺？
您公司的供应链是否需要优化？

随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商业环境，不可避免的，企业会面临各
种问题，层层挑战甚至种种冲突。我们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
专业知识及累计的丰富经验，从不同的视角，给企业提供解
决方案，帮助企业渡过这些困难时刻。 我们IBAS服务线或
者我们任何一个服务线，与您保持诚挚的合作关系，我们可
以为您的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虑定运行。

高度主动 反应迅速

我们是您的主要联系人
我们主动了解您的需求，迅速为您提
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工作网络

享有高度声誉的全球联系人和各行各
业专家
跨行业，跨专业，跨地域极具特色的
专家团队
扩展的律师网络，银行家网络，各行
各业专家网络...
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为您提供一样的
高质高效品牌服务

拓展阶段 管理优化阶段



© 2022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Grant Thornton’ refers to the brand under which the Grant Thornton member firms provide assurance, tax and advisory services to their clients and/or 
refers to one or more member firms, as the context requires.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 (GTIL) and the member firms are not a worldwide 
partnership. GTIL and each member firm i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Services are delivered by the  member firms. GTIL does not provide services to 
clients. GTIL and its member firms are not agents of, and do not obligate, one another and are not liable for one another’s acts or omissions.

grantthornton.fr

联系人

Agnès de Ribet
Partner,  

in charg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T + 33 (0)1 41 25 85 85 

E agnes.deribet@fr.gt.com

 

Mathieu DEVILLERS
Partner, Head of IBAS 
Department 
IBC Director 
T +33 (0)1 41 25 86 94 
E mathieu.devillers@fr.gt.com

Jialian QIN
Partner IBAS,  
Head of China Desk 
秦家莲|中法业务部合伙人 
T +33 (0)1 41 25 90 01 
M +33 (0)6 84 97 33 89 
E jialian.qin@fr.gt.com 
WeChat  qin-jialian

致同●法国  

会计年度

致同●.全球 
会计年度

员工

人

分所

分布于大巴
黎及外省

分布

国家

收入

亿美元

合伙人

人

合伙人

人

62 00073013066 3 535

125
员工

人

分所

分布于大巴
黎及外省

收入

亿欧元€
2 105 2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