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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宗旨服务宗旨
我们秉承“至诚至信，专业可靠”的经营理念，凭藉多年在中
国的实践经验优势和遍及香港、大陆、台湾以及海外的业务网
络，中汇安达始终致力为各地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我们
将全力以赴地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客户与事务所的双赢。中
汇安达致力成为服务于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本地市场的卓越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

•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中汇安达为客户提供的专业、优质、及时服务有赖于中汇
安达全体员工的努力，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后勤部门。
为配合事务所的快速发展，中汇安达会继续不断加强专
业 水 平，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以 及 注 重 员 工 的 职 业 培 训。 

• 运用信息技术提高服务效益
中汇安达拥有专业信息科技人才，与中汇安达的专业人员一
起开发并建立了一套综合计算机系统，从日常的行政工作到
为客户提供多层次专业服务的管理，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事务
所业务。我们的计算机系统还在不断的更新与完善，以便协
助我们更迅捷、更准确、更可靠地完成工作。

公司简介公司简介

中汇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汇安达 "，原名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 是一家专业可靠，扎根香港的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亦是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在香港的唯一成员所。我们致力为客户提供一系列高品质的服务，包
括审计、上市前期咨询及其他咨询服务、税务、会计、企业服务和社区服务。
我们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相当部分员工拥有相关专业
资格，包括香港注册会计师 (HKICP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 (ACCA)、
中国注册会计师 (CICPA)、英格兰及威尔斯特许会计师公会 (ICAEW)、澳洲会
计师公会会员 (CPA Australia)、香港特许秘书公会 (HKICS) 及英国特许秘书及
行政人员公会 (ICSA)。此外，通过与香港、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各地的
各类专业服务机构的紧密合作，使得事务所的客户服务体系更广泛地覆盖各地
区和各行业。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事务所累计了最专业知识和经验。中汇安
达的客户中，有超过 80 间公司為香港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亦包括跨国企
业及中国及台湾上市公司的附属公司，及众多的香港本地中小型企业。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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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管理团队 

施连灯 
管理合伙人 
CPA (Practising), MSCA

施先生在大中华地区企业审计，财会及企划方面均具备丰富经验。曾
参与并负责众多审计、财务尽职调查、企业重整及清盘、首次公开招
股等项目。

施先生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会员及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会员。

陈惠光 
质量保证合伙人 
CPA (Practising), ACA, MSCA

陈先生具有丰富的审计、会计及企业融资活动经验。他亦精通于国际
/ 香港财务报告和审计准则。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及其它核证聘用所
提供的技术支援，他亦具有相当广泛的经验。此外，他亦是一名活跃
的演讲者在国际 /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演说。陈先生是香港会计师公
会执业会员，英格兰及威尔斯特许会计师公会会员及香港华人会计师
公会。

陈先生于公司的主要职责是提供财务报告和审计事项的技术支援， 陈
先生亦负责公司整体的质量监控、专业操守及培训等事宜。

陈志兴 
执行合伙人 
CPA (Practising), MSCA, TIHK

陈先生在会计、税务筹划和审计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服务于
不同规模的公司，包括本地与海外的中小型企业和上市公司。陈先生
也曾服务于多元化的客户，包括上市公司，证劵投资及经纪公司，制
造业公司，贸易及建筑公司。

陈先生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会员，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及香港资
深税务学会会员，并持有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

彭汉忠 
审计合伙人 
CPA (Practising), MSCA

彭汉忠先生为中汇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合伙人，他曾在四大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超过 8 年，他离开安永
时任职高级经理。彭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和商业咨询顾问，
他拥有大概 20 年的相关经验。

彭先生服务的客户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和中大型国内外私营企业。 他
对审计拥有跨境实体业务，投资和融资方面的客户有相当的经验。 他
往往能就企业在运营和发展过程中通常遇到的难题，提出警示和合规
性的可行建议，以及改良或解决的方案。 另外，彭先生也擅长为各种
的企业财务重组，上市公司股份复牌审计，出售业务，资产，收购合
并及公司融资项目方面提供专项审计与专业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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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兴汉 
审计合伙人 
CPA (Practising), ACCA, MSCA

颜先生在审计，会计及企业融资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曾
于数家在香港或新加坡上市的公司担任高层财务职位。

在首次公开招股项目 (IPO) 中 , 颜先生于担任公司的首席财务总监和
作为 IPO 申报会计师的主要成员都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颜先生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会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
及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

温浩源博士 
税务合伙人 
CTA, CPA, CPA (Practicing), CPA (Aust),BA (Hons), MBus, 
MA, LLB, PhD, FTIHK, SQ (Insolvency)

温博士于会计界工作超过 22 年，拥有丰富大型企业税务安排经验。
当中包括教育界、饮食业及上市公司等等，主力替客户解决各种税务
问题。此外，温博士亦拥有丰富企业融资、企业资产重组以及投资决
策顾问方面的工作经验，并擅长提供一系列个人财务策划服务，包括
投资咨询、退休保障及遗产传承安排等。

温博士为现任香港及澳洲资深会计师、香港税务学会资深会员、香港
注册税务师、认可财务策划师、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 ( 会
计界界别分组 2012-2017) ，而温博士亦同时持有工商管理哲学博士、
法学学士、会计学商学硕士及会计学文学硕士。

我们的管理团队 

林羽龙 
合伙人 
FCPA (Practising), FSCA, B Soc Sc

林先生拥有 32 年会计专业经验 , 专门从事税务咨询服务。

林先生是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会员及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并持有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方德程 
审计合伙人 
CPA (Practicing), FCCA

方德程先生为中汇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合伙人，他曾在四大国际
会计师事务之一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超过 9 年，他离开德勤时
任职经理。方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和商业咨询顾问，他拥有
大概 15 年的相关经验。

方先生服务的客户主要包括上巿前公司及上巿公司，和中大型私营及
跨国企业。他对审计拥有跨境实体业务，投资和融资方的客户有相当
的经验。他往往能就企业在运营和发展过程中通常遇到的难题，提出
警示和合规性的可行建议 , 以及改良或解决的方案。另外，方先生也
拥有为各种的企业收购合并及公司融资项目方面提供专项审计与专业
咨询服务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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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管理团队 

李志海 
审计合伙人 
CPA (Practising), FCCA

李先生于 2017 年加入中汇安达，专门负责上市公司客户的审计服务。
李先生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会员以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
深会员。

在加入中汇安达前，李先生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申美会计师
事务所任职超过十七年，有广泛的审计服务的经验，客户业务包括房
地产发展、金融、矿业、制造工业等等。

杨匡俊 
审计合伙人 
CPA (Practising)

杨先生于 2014 年加入中汇安达，专门从事审计服务工作。加入中汇
安达之前，他曾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罗申美会计师事务所任职超
过 5 年。杨先生于审计及业务咨询服务方面拥有大概 13 年经验。杨
先生在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准备上市公司 ( 包括制造业、资源业、物
流业、工程行业等 ) 提供审计、并购咨询和上市前咨询服务方面拥有
丰富的经验。

杨先生持有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会计学学士学位。他亦是香港会
计师公会的执业会员。

阮祺乐 
审计和风险咨询董事 
CPA, FCCA

阮先生于商业机构拥有丰富的财务管理、业务发展、内部监控及遵守
法规事宜经验，以及为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首次公开招股项目及企
业重组项目提供审计、咨询或调查等专业服务。

阮先生持有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会计学学士学位、香港理工大学
专业会计硕士学位及蒙纳士大学商业系统硕士学位。彼为香港会计师
公会会员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李淳晖 
审计合伙人 
LLM, MSc, FCPA (Practising), FCCA, ICVS, ARICS

李先生在审计、会计和企业财务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于加入中
汇安达以前，李先生曾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工作，随后在各
商业机构中担任过多个高级财务职位。 李先生尤其擅长为房地产开发
商、物流服务运营商、天然资源贸易和勘探企业、消费品制造和零售
公司、国有企业和综合企业等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同时，李先生在处
理 Pre-IPO 项目和类似的筹融资本操作也有着丰富的经验，精于从发
行人、申报会计师、买方卖方等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 此外，李先生
亦有过处理海外证券交易所之阅历，诸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加拿
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韩国科斯达克等。

李先生拥有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律硕士学位。 彼亦同时拥有英国
伦敦大学专业会计硕士学位。 李先生为香港会计师公会和英国特许公
认会计师公会之资深会员。 彼亦同时持有加拿大国际注册企业价值评
估师协会及英国皇家测量师协会等专业资格等。



9 10

我们的管理团队 

李万杰 
企业服务总监 
BBA, LLB(Hons), LLM, MSF, ACIS, ACS, FCCA

李先生为一名合资格的公司秘书及会计师，多年来替本地上市公司、
私人企业以及海外公司提供专业企业咨询服务，经验丰富。

李先生毕业于澳门大学工商管理系、并持有普通法法律学士、国际法
硕士及金融学硕士学位；现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英国特许秘书及行
政人员公会及资深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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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我们以专业、实用的服务理念为您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满足您的特别需求。
同时，我们也依照香港会计师公会的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遵循审计原则下，为您提
供全面的审计服务。

此外，我们与香港、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有着广泛而紧密的合作
关系，如果您有意在香港以外的地区或国家进行投资或已经在上述地区或国家进行了投资，
我们也能为您在当地提供类似的审计服务。

• 为上市及非上市公司进行法定财务报表审计
• 上市规条所需的会计师报告
• 进行专项审计，包括收购合并、业务出售、以及上市等
• 进行以诉讼为目的的特殊审计
• 为学校、养老基金、项目、业主立案法团、非营利机构、非公司组织、团体和社团等其他

组织机构进行审计
• 进行特别调查审计
• 进行其他商定工作程序、审阅和评估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我们的服务

• 准备定期、年度或临时财务报表以及会计报告
• 制定、优化以及维护内部会计和文件归档系统
• 准备月度 / 季度 / 年度会计账目与记录
• 强积金及薪资支付管理及代理
• 提供会计人员咨询服务及培训
• 为成本控制和制定预算提供建议和协助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中汇安达将根据您特别的商业需求，为您提供最专业的会计服务。我们的会计团队将根据
您的实际情况及要求，为您准备周期性（如月，季度，年等）或临时性财务报表以及会计
记录。如果您的业务涉及香港以外的地区和国家，我们还可通过我们广泛的合作网络，为
您安排一站式会计服务。

会计

税务

• 为公司和个人客户准备及办理纳税申报
• 为公司和个人客户的税务筹划和合规提供专业意见
• 代表客户处理税务机关的询问、调查和现场审计
• 进行税务尽职调查
• 审核转移定价安排
• 对员工派遣和报酬审核提供意见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我们的税务专业团队致力为您提供包括常规纳税申报、税务优化方案在内的各类税务服务，
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帮助您达到节税的目标。我们还可以协助您接受税务机关
的税务调查、审计与询问。同时，我们和香港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税务专业机构有着长期
而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为您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以满足您跨国跨地区的税务顾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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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运作管理
• 企业产权投资及发展咨询
• 企业上市辅导
• 私募基金管理及投资
• 协助企业营运及融资发展服务
• 为收购合并及海外投资提供建议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我们主要从事企业融资、产权投资及发展咨询等工作，
一直以「用心服务，做到最好」为理念，为客户提供全
面的商业管理服务。我们的财务专家、信息网络及信息
化专家可以为贵公司提供全面评估，确保符合企业要
求。

此外，我们的专业工作团队均拥有丰富相关国际企业经
验，随时准备与您共同进步发展。过往我们曾参与多项
资本及财务发展计划，涉及消费零售、电信、媒体及科
技、教育及文化行业等领域，让企业得以向公众展示其
真正价值。

我们的服务

产权咨询服务上市前期咨询及其他咨询服务

一次成功的首次公    开招股有赖于合适的时机以及全面的准备。委任一家合适的会计师事务
所则是一次成功的首次公    开招股中重要一步。本事务所协助客户审查公司的会计记录和内
控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就可选择的资本市场、资金筹集的可能性及可拟定的最佳企业架构
和税务规划提供专业的建议。

在上市过程中，我们作为客户的顾问、内部监控审查和申报会计师，就拟定的上市途径提
出最佳企业架构方案、企业管理常规和税务规划，准备所需要的财务报表，相关财务数据
信息以及上市所需要的其他文件，审阅企业利润状况， 就营运资金进行预测。

此外，我们也为客户提供一系列高质量、高实用性和有价值的咨询服务，以帮助客户取得
最佳营业收益和实现战略的需要。通过我们的服务，可以帮助公司或其他类型的机构分散
风险、提高业绩和实现增值。

• 经营及风险管理调查
• 内部审计和内部监控审查
• 收购合并的咨询服务
• 财务及税务尽职调查
• 公司重组及破产咨询

• 企业银行融资安排  
• 企业价值评估
• 商标、专利注册
• 申请工作或投资签证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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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

• 在香港或海外设立公司并协助开立银行账户
• 提供注册地址和联络地址
• 作为代理股东
• 准备并更新法定注册记录
• 准备并提交年度申报表和通知
• 准备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记录
• 准备并提交与股权转让，变更股本，变更董事、公司秘书、地址公司名称等有关的文件
• 申请暂停营业
• 申请并办理公司注销以及清算手续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社会服务

中汇安达一直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多年来，我们一直热心为慈善机构及非
营利性组织提供专业的审计、税务及咨询服务。我们仍继续为广大慈善组织、非营利性
组织和社会团体提供我们专业的、全面的服务。

我们提供超值的服务套餐来帮助您在香港、中国大陆、
台湾、英属维京群岛（BVI）、开曼群岛、百慕达群岛和
其他海外管辖区域设立、登记或购买公司。我们还可以
提供公司秘书服务，香港公司地址注册和代理股东等个
性化服务。

我们的服务

法证服务

• 舞弊检查师 (CFE)
• 系统检查师 (CSI)
• 信息系统审计师 (CISA)
• 英国特许公司秘书资深会员 (FCIS)
• 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HKICPA)
•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 (ACCA)
• 澳洲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FCPA, Aust)
• 国际注册管理顾问 (CMC)

我们团队成员的专业资格包括︰

中汇提供广泛的法证会计服务。我们的团队经验丰富，服务区
域包括香港、中国以至海外不同国度，涉及服务包括︰

• 资产追查及追收
• 企业估值
• 财务调查
• 专家意见及建议
• 诉讼、仲裁
• 合规职能
• 电脑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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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年度审计

中国龙天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863 ）

胜利油气管道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80 ）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58 ）

复兴亚洲丝路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74 ）

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78 ）

中国环境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30 ）

鲜驰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75）

胜龙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82 ）

钧濠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5 ）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01 ）

中证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43 ）

恒鼎实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93）

海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6 ）

荣晖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90 ）

玖源化工 ( 集团 )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7）

林达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41 ）

伯明翰体育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09）

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54 ）

朝威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59）

中国环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46）

正道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88）

时时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81）

我们的客户

侨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70）

美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16）

中国源畅光电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55）

浙江天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527）

美捷汇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89）

国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0）

环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02）

勒泰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2）

中国通天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89）

中亚烯谷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3）

中国优通未来空间产业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168）

新华通讯频媒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09）

乐透互娱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98）

华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23）

中国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25）

中国能源开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28）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79）

莲和医疗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28）

宏强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62）

飞霓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480）

千百度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28）

天能动力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9）

中国春来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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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年度审计

国盛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27）

指尖悦动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860）

广州基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67）

博雅互动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434）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389）

美瑞健康国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27）

云游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484）

汇力资源 ( 集团 )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03）

星美文化旅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66）

现代传播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72）

CMON LIMITED
（香港上市代号＃ 1792）

长兴国际 ( 集团 ) 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8）

宝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32）

中国金属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636）

怡康泰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445）

中国海外诺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464）

中国和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836）

奇士达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918）

幸福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60）

光宇国际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43）

和嘉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704）

信铭生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474）

昊天国际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41）

三爱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889）

我们的客户

玮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60）

华科资本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40）

PF GROUP HOLDINGS LIMITED
（香港上市代号＃ 8221）

伟俊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13）

中天顺联 ( 国际 ) 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94）

中国卓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39）

索信达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680）

威扬酒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09）

富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443）

中国智慧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04）

寰宇娱乐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46）

融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23）

建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96）

嗖嗖互联（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06）

游莱互动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022）

SD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香港上市代号＃ 8363）

宋都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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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基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99，重组）

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5，重大及关连交
易）

星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98，重组）

星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98，公开发售）

联合基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99，供股）

东力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78，资本重组）

海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6，非常重大收
购）

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76，非常重大收
购）

中国趋势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71，重大交易）

联合基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99，重大交易）

东力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78，无条件现金要
约）

合俊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700，重组）

佑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27，非常重大收购）

海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6，重组） 

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76，重组）

福记食品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75，重组）

胜龙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82，重大及关连交
易）

胜龙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82，非常重大出
售）

佑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27，重组）

佑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27，公开发售）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58，非常重大收购
及公开发售）

北泰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9，重组）

我们的客户

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76，重大及关连交
易）

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78，公开发售）

钧濠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5，公开发售）

唯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34，资本重组及反
收购）

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78，重大交易）

京西重工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9，非常重大收购
及反收购）

侨威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01，公开发售）

中国金石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80，重大及关连交
易）

唯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34，公开发售）

第一视频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须予披露交易）

中国金石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80，公开发售）

海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6 ，公开发售）

中国环境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30，重大及关连交
易）

中国环境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30，公开发售）

朸浚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55，公开发售）

中国新能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41，重大及关连交
易）

意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43，公开发售）

华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7，重大交易）

隽泰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30，重大交易）

瀚洋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803，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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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27，重大交易）

中富资源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74，债务重组及公
开发售）

第一电讯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65，资本重组及反
收购）

福记食品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75，非常重大收
购）

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17，公开发售）

中国 3D 数码娱乐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78，重大交易）

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54，重大交易）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01，公开发售及重
大交易）

伯明翰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09，债务重组及公
开发售）

朝威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59，须予披露交
易）

第一电讯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65，公开发售）

海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6 ，重大交易）

仁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82，重大交易）

中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58，股份交换要约） 

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78，非常重大收
购）

中国环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46，须予披露交易）

华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7，重大及关连交
易）

荣晖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90，供股）

我们的客户

海王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70，重大交易）

威讯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87，重大交易）

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888，重大及关连交
易）

意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43，供股）

佑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27，非常重大收购 , 
非常重大出售及反收购）

伯明翰体育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09，重大交易）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01，非常重大出
售）

誉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12，重大交易）

澳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00，重大交易）

御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48，供股）

意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43，重大交易）

昊天国际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41，供股）

钧濠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5，公开发售）

新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58，供股）

昊天国际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41，重大交易）

正道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88，非常重大出
售）

昊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474，须予披露交易）

美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16，资本重组）

华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7，重大交易）

美捷汇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89，重大交易）

伯明翰体育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09，重大交易）

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608，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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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43，重大交易）

昊天国际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41，重大交易）

中国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432，重大交易）

凯华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75，重大交易）

伯明翰体育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09，供股）

浩伦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73，资本重组及反收购）

荣晖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90，供股）

飞霓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480，重大交易）

中能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96，须予披露交易）

千百度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28，非常重大出售）

美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16，重大交易）

意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43，重大交易）

我们的客户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01，重大交易）

高山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16，重大交易及非常重大出售）

浦江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417，重大交易）

国盛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227，非常重大出售）

友川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23，非常重大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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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罗马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72）

大丰港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310）

建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65）

金汇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60）

盛龙锦秀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481）

英马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36）

汇安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379）

精雅商业财经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391）

皇岦国际教育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05）

佰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45）

棠记 ( 控股 )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305）

滿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390）

福晟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27）

中国金石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80）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698）

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78）

罗马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72）

大丰港和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310）

中玺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64）

量子思维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50）

中国新城市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21）

综合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23）

中国烯谷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3）

紫光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65）

汇思太平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47）

年年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73）

瑞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724）

佳景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703）

汇能集团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539）

比高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20）

华亿金控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23）

中国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86）

天成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9）

骏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88）

首都创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24）

建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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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65）

亚投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3）

中国透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32）

宏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718）

昌兴国际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3）

中国海外诺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464）

国能集团国际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18）

协同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613）

英马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36）

佰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45）

国际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51）

棠记（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305）

中国恒嘉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9）

凯富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12）

中国虎都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99）

东方大学城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67）

大唐潼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99）

共享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344）

维亮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612）

德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823）

中天宏信 ( 国际 ) 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94）

莲和医疗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28）

敏华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999）

创建集团 ( 控股 )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609）

建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65）

福晟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27）

中富资源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74）

伯明翰体育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09）

天合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619）

中国烯谷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63）

汇思太平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147）

朸浚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355）

鲜驰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75）

中能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096）

海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36）

汇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02）

华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7）

天山发展 ( 控股 )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118）

中国之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65）

首都创投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24）

量子思维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050）

中国海外诺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464）

国能集团国际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918）

协同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613）

佰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45）

棠记（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305）

美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16）

中国虎都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99）

凯富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512）

中国恒嘉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79）

新华通讯频媒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09）

胜龙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1182）

金川集团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362）

大唐潼金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8299）

瑞金矿业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246）

共享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代号＃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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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汇

愿景愿景

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和创造力的专业服务机构

国际网络国际网络

中汇是全球知名会计网络 - 克瑞斯顿国际（ Kreston 国际）的成员所之一。
克瑞斯顿国际在全球超过 90 个国家拥有 660 个成员所和 18000 名专业人员。

客户

办事处办事处
•北京  •上海 •杭州

•成都 •南京 •宁波

•无锡 •苏州 •太原

•深圳 •天津 •西宁

•武汉 •福州 •济南

•洛阳 •乌鲁木齐 •长沙

•南昌  •重庆 •厦门

人才及优势人才及优势

• 中汇税务在中税协 2013 年、2012 年、2011 年公布的全国百强税务师事务所排
名中名列全国第 1 名。

• 中汇会计在中注协 2013 至 2014 年度公布的国内百强事务所综合排名位居前第
10 名（不计四大）。

• 中国特级注册税务师 10 名（全国仅 23 名）
•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 11 人
• 证监会第 12,13 届主板发审会委员 1 人
• 证监会第 3 ，第 4 届创业板发审会专职委员 1 人

主要业务线主要业务线

• 审计服务 
上市申报审计，财务尽职调查

• 税务服务 
上市税务服务，国际税务服务

• 资产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无形资产评估

• 管理咨询 
风险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

• 工程咨询 
工程招投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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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办公室
香港九龙湾宏照道 38 号企业广场第五期 2 座 23 楼
电话 : (852) 2155 8288 | 传真 : (852) 2564 2297
电邮 : info@zhcpa.hk | 网址 :  www.zhcpa.hk

审计 / 上市前期咨询及其他咨询服务
施连灯先生
电话 : (852) 3575 6301| 电邮 : patrick.sze@zhcpa.hk
陈惠光先生
电话 : (852) 3575 6338| 电邮 : joel.chan@zhcpa.hk
彭汉忠先生
电话 : (852) 3575 6316| 电邮 : canio.pang@zhcpa.hk

会计 / 税务 / 社会服务
陈志兴先生
电话 : (852) 3575 6302| 电邮 : andrew.chen@zhcpa.hk

企业服务
吴丽云女士
电话 : (852) 3575 6388| 电邮 : shirley.ng@zhcpa.hk

联络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