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融资

债务重组

为在澳中资企业提供重组解决方案
通过充分挖掘澳大利亚重组规则，致同澳大利亚重组业务团队为面临债务困境的企
业提供多元解决方案，降低声誉风险，优化资产配置，最大化实现企业价值。

我们为什么能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我们如何提供支持

致同 (Grant Thornton)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组织，为客户提供
独立审计、税务和顾问服务。

历史经验证明，明智的决策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致同团队积极主动，合伙人尽心尽职，利用对行业深刻的见解
和帮助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及政府部门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
为客户提供卓越成效的前瞻性咨询建议和解决方案。

通过致同专家团队的研究，为企业董事及高管分析企业运营情况，
从财务及非财务各方面梳理明晰企业问题根源。
应对复杂多样的问题量身制定解决方案

凭借对中国文化背景的充分理解和对于企业董事及高管所面临问
致同拥有超过5万名行业专家及专业人士，在全球135个国家开
题的体察，致同为企业管理团队提供高效可行的解决方案。
设分支机构，形成完备的业务网络。从而为企业客户配置全球
最优业务资源，提供始终如一的优质服务。致同专注于为客户
企业声誉是企业的核心资产
创造价值，为雇员提供发展和保障，同时也十分注重回馈社会。
为企业提供解决问题方案的同时，致同十分重视重组流程中对企
致同 (Grant Thornton) 澳大利亚
业声誉造成的影响。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尽可能减少对正在经营
业务的影响，以最大化守护企业的价值。
在澳大利亚，致同共有1200多名雇员，分布在悉尼、墨尔本、
阿德莱德、布里斯班、凯恩斯和珀斯分公司。致同员工业务能
力全面，专业知识扎实，行业见解精深，一贯秉持“客户为先”
的服务理念，拥有广阔的商业视角。
致同 (Grant Thornton) 中国
在中国，致同在包括香港在内的24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全国
逾220名合伙人，及5000余名专业人士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
品质服务。致同中国的客户群十分广泛，包括逾200家上市公
司，3000家国有、外资及民营企业。致同中国是第一批获得从
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第一批取得金融审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有能力、资质为超大型国企提供财务审计等服务。

案例分析

联系方式：

致同澳大利亚重组业务组为一家中国央企在澳子公司提供公司状况诊断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了以下几个方面：

澳大利亚全国
Matt Byrnes
合伙人
全国重组业部务
电话： +61 3 8663 6010
电邮： Matt.Byrnes@au.gt.com

•

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

公司资产以及处置情况

•

公司主要债务人情况

•

公司重组清算战略

诊段报告
诊断报告分析了子公司目前的状况, 并为董事及高管提供了重组清算方案。方案考量主要基于以
下方面:
•

最大化保护公司董事和投资者的声誉不受损害

墨尔本
Bei Bei Han
总监
高净值客户业务组
电话： +61 3 8663 6019
电邮： Beibei.Han@au.gt.com

悉尼
Said Jahani
• 与中国企业内部管理团队进行对接，对公司重组业务提供详细解释以及汇报发展方向
合伙人
重组业务组
成果
悉尼财务顾问组领导人
中国企业董事及集团领导人决定采用致同所提供的方案。该方案保护了中国企业在海内外的声
电话：+61 2 8297 2677
誉。致同澳大利亚重组业务部专设中国企业服务专家，为其用中文详细解答重组过程中的疑问， 电邮： Said.Jahani@au.gt.com
以及协助中国企业领导人熟悉重组业务流程。董事们能够控制财务风险，在澳子公司现已摆脱
债务负担，企业可以继续正常运行，股东们可以再次投资，拓展在澳大利亚的业务。
Erica Xu
资深顾问
重组业务组
电话： +61 2 8297 2511
电邮： Erica.Xu@au.gt.com
•

最大化保护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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