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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优品国际是一家专注于中欧商务的咨询服务公司。我们为
中国客户提供全面的欧洲商务服务，帮助客户顺利高效的
进入欧洲市场，迅速拓展欧洲业务，建立与欧洲企业间的
全方位国际合作。

优品国际的总部设在德国金融城市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俗称美哈顿（Mainhatten)。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
下，我们依托对欧洲市场和和文化的深度了解，凭借多元
化团队，与欧洲当地的行业经济协会、经济贸易促进会、
企业家联合会、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和合
作，目前已经成功服务于100多家企业。

优品国际



企业使命愿景

我们的愿景

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使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专业化、系统化。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目标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中国企业量身

定做业务拓展方案以及开发国际合作项目。

WE ARE
PROFESSIONAL

欧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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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欧洲投资、并购、技术转让 德国成立公司及办事处 欧洲市场进入、其他商务及德国公

司代运营

德国服务

欧洲市场经过几百年经济繁荣发展，拥有众多品牌和优

秀企业。在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参股以及并

购欧洲品牌和优秀企业成为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引入

技术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优品国际

立足德国，凭借对德国文化、经济行业的深入理解，与

欧洲多家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投行的

紧密合作，为中国企业并购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德国成立公司已经成为作为在欧洲进行业务经营的一

种主要形式。 德国公司有很多种形式，通常在德国成

立公司最受欢迎的是有限责任公司(GbmH)，有限责任

公司的成立需要列完整的流程。

欧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由于其文化和经济特征与中国

文化的巨大不同，对于中国商家来说，进入这个市场面

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我们多年的项目经验表明，对市场

准入进行全面而广泛的准备至关重要。公司进入德国市

场后，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和经营，也是中国企业走入国

际舞台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德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名

列国际前茅。优品国际为私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助您尽快融入德国生活、在德国开展工作。



欧洲投资、并购

P

并购准备
Preparation

E

并购执行
Execution

I

并购整合
Integration

了解并购意向企业本身情况，根据
行业及企业特点协助制定并购战略 

对德国行业企业进行全面摸底分析、
选定潜在标的企业 

与标的企业进行私密接触，
探讨并购意向 

协助中国企业注册成立
公司，建设并购主体

尽职调查（商务、税务、法务尽调）

融资准备

 标的企业估值, “7 S”分析

谈判

并购合同

 交割

 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

 管理层建设

 统一企业战略

 人员奖励机制



融资、制定并购投资计划及日程表

我们的服务

评估标的、谈判、签订意向书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根据客户需求寻找标的

我们的服务

德国投资、并购

内调、签订合同、交割、执行

并购后整合、项目追踪



德国成立公司及办事处

公司章程、股东结构和经营范围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限制很少，公

司章程、股东结构以及经营范围根据企业需

求，如实描述。

注资、申请成功 

企业法人可以在德国当地签署文件。如果法

人无法到德国面签文件，则需到德国驻中国

大使馆加签文件委托文件。优品国际可接受

客户委托，在德国公证处面签文件以及全权

处理银行开户事宜。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英文）需要通过德国当地法院及

商务部进行审批，如果公司名称没有通过审

核，需要对名称进行更改（更改不产生费

用）。

公证文件以及银行开户 

企业法人可以在德国当地签署文件。如果法

人无法到德国面签文件，则需到德国驻中国

大使馆加签文件委托文件。优品国际可接受

客户委托，在德国公证处面签文件以及全权

处理银行开户事宜。

张生军 客户经理
张生军 客户经理



德国法院及商务部审批

英文名称

可租用

德国地址

如实描述

股东结构、经营范围

德国面签、在德国驻中
国使馆委托、全权委托

签署文件、银行开户

注册资金25.000欧元

如期注入资本

德国工商管理局颁发
的工商登记号（HRB

号码）

申请HRB号码
公司名称

章程
经营范围 注资

注册地址 公证开户 登记完成

德国成立公司流程



欧洲商务及德国公司代运营

公司代运营

WEEE服务
欧盟授权代表 

电子产品欧盟入市准则

专利和商标注册

欧洲业务线下线上服务（物
流、通关、仓储、客服）

01

02

03

04

05商务服务



公司代运营服务

M & A

虚拟办公室

会计记账、税务

选址，购买、租赁办公场地

申请各种资质（税号、海关号、欧洲认证等）

成立公司

招聘、人事管理

与德国政府、机构部门沟通

秘书服务、电话、信件、商务接待



欧洲市场进入与拓展

M & A欧洲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中国企业必争的重要市场之一。 但是欧洲各个国家语言文化不同、国情差异

大，导致企业进入欧洲市场困难重重。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国家，德国市场的潜力极其巨大。作为资深咨询公司，

优品国际拥有多元化的国际团队，根据客户的产品、企业实际情况出发，为您量身打造进入欧洲市场方案，帮您建设渠

道，在欧洲扎根、拓展。 

我们的服务主要分为： 

u 市场分析 （市场规模、准入认证、竞争对手）

u 产品优化以及先锋产品的选择（产品质量监控、企业管理体系）

u 市场进入方式 ：

      代理： 代理商商选择、谈判、考核、监管

      自营： 渠道铺设、企业选址、团队建设、客户维护



欧洲市场准入服务

M & A

欧洲认证、市场准入壁垒

产品管理

线上、线下渠道、电子商务

欧洲进口流程

代理商评估、谈判、合同签订

品牌建设、广告

自营渠道建设、品牌建设

欧洲法规

客户维护

国际物流、欧洲通关

寻找代理商、合作伙伴

市场营销：谷歌、社交媒体



欧洲认证

M & A鉴于欧洲市场要求诸多产品准入必备认证而
德国权威检测机构如TUV收费昂贵，优品国际
立足德国，与德国境内多家官方授权的实验
室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中国企业提供各
种认证，其中包括：

Ø CE 认证
Ø E/e-mark认证
Ø ISO 质量体系认证
Ø RoHS
Ø REACH

认证产品及行业主要为：医疗、建材、电子
电器、无线电设备、机械设备、玩具、电池
等。



欧洲商务考察

M & A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与德国及欧洲的政府、官方组织、工商协会商、民间协会建立了多方联系，为国内企业寻求商业

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涵盖了工业生产行业和卫生教育行业。我们旨在帮助您找到寻找欧洲适合的合作伙伴，增强企业竞

争力，建设国际品牌，扩大市场份额。

我们的考察项目是根据客户需求制定计划，经过与欧洲潜在合作伙伴深度接触后，为客户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方案，做出

欧洲商务考察的合理路线安排，使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利用时间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顺利了解未来合作伙伴

各方面情况，直接进行谈判、实地考察，达成合作。

商务考察后，我们还提供后期的项目追踪’项目启动支持、项目特殊培训等服务项目，为您国际合作项目的成功保驾护

航。

我们的商务考察主要以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为中心，辐射中欧各国如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

捷克、波兰等。



我们的优势

全面的客服系统
我们坚持全面系统的一条龙服务，我们

的客服为客户提供24内咨询及业务服务。

专业的支持

作为服务商，我们以专业专注为己任，为

客户提供优化方案，节省成本，规避风险。

为客户服务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户需求是我们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快

速响应客户需求，持续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进而成就客户。为客户提供有效服务，是我们工作的

方向和价值评价的标尺，成就客户就是成就我们自己。

强大的欧洲资源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项目，充分发挥我们在欧

洲的资源优势，帮客户顺利打通欧洲通道。



我们的客户与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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