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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经济增长市场为客户提供
高品质的企业服务，并已取得傲人成绩。

您可以将行业监管、财税合规及企业治理
等相关事务全权交托予我们进行执行与管理。
如此，您便可以专注于扩展企业版图及创造
商业价值。

我们的团队遍布亚洲各国，精通多国语言，
以按时履行合同为己任，时刻关注当地的
最新发展动向，为客户提供灵活且卓越
的服务，为您的资产提供有效保障。

我们把满腔热情、行业经验与专业知识相
融合，以此获取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关于我们

恒可富是您进入亚洲市场、开展跨境业务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为您的财富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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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资深团队坐落于中国大陆、香港和
新加坡，为拥有长远目光并渴望在海内外
发展的客户提供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结
构化解决方案。

恒可富在亚洲市场拥有逾十年的实战经验，
这令我们在主要经济增长市场占据优势，
为客户奉上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广的业务
扩展可能性，从而让您更加便捷地进入
亚洲各大经济体。

企业家精神根植于我们的企业文化，这意
味着我们能与壮志凌云的企业运营者、跨
国公司和中小型企业完美地携手同行。我
们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推您的业务
发展，让您享受商业决策所带来的成果

恒可富在全球拥有450名员工，其中有
200人位于亚洲办公室。我们的员工来
自于20多个国家，熟悉22种语言，均具
备出色的专业素质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我们善于从自身强大的法务、税务、会
计网络体系中汲取更广泛的专业知识。
基于我们的专业性与高效性，恒可富
能够为您提供一流的服务，帮助您在
指定区域内构建理想的商业关系。
恒可富与众多商业合作伙伴、商会、
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合作，获得了诸多
政府权威部门的官方认可。我们的专
家具备长远目光，这意味着恒可富可以
协助客户轻松应对市场多样性及不稳
定性，放眼世界，着手未来。

广泛的专业知识和
亚洲独属的实战经验

新加坡商业指南GuideMeSingapore和香港商业指南
GuideMeHongKong是亚洲经商不可或缺的两大资源。 

我们为那些憧憬亚洲市场的客户创建了
两大线上平台: GuideMeSingapore.com 
和GuideMeHongKong.com。从中，您可
以查阅2000多项资源，包括亚洲各国营商
指南和行业洞察等，为您在新加坡和香港以
及其他亚太司法区开展业务提供参考，
帮助您有效处理复杂事宜。

线上资源 帮助您实现国际业务扩展。另外，我们在
香港、上海和新加坡开设了欧洲货币
服务台。该服务台以我们过往的最佳实践
经验为依托，为欧亚大陆客户提供与市场
进入相关的咨询服务。我们的项目管理
团队是该服务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渴望
深度开拓亚太新市场的领导者提供快速、
高效的服务。

我们也为计划拓展业务至欧洲的亚洲企业
和高净值客户及其家人提供优质服务，并
已赢得优良口碑。我们将亚洲办事处的
各项资源和欧洲本土实力完美融合，凭借
无可比拟的跨境业务网络、专业知识和
顶尖服务，帮助客户拓展境外业务。

亚太-欧洲门户 

我们约有75%的客户涉及跨境业务。无论
您是期望进入亚洲或走出亚洲，我们的
优秀团队都会提供成熟且专业的服务，



04

即将在亚洲开办企业吗？想通过外包后台
服务进而控制成本、增加利润、减少风险吗？
想了解最新移民规定吗？

自2009年起，恒可富便着力于帮助来自
全球各地的创业公司、中小型企业和跨国
公司进驻亚洲，运营业务，实现增长。
我们精通多国语言的业务专家分布在亚洲
各区域办事处，互相协作为您提供全栈式
服务，其中包括企业、法务、会计、薪资、
税务管理、合规等。 

为您的业务发展提供长期支持

从公司成立到正式运营，恒可富都可以为
您提供客制化的行政管理服务。无论您的
公司规模大小或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我们
都能根据市场进入给予指导意见，帮助您
与当地政府、服务商等多重管道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同时，我们会以您业务所在
地为基准，帮助您的公司打造本土化战略
优势，替您打理行政事务，免去您的后顾
之忧，您则可以专注于商务运营，
创造收益。

我们在亚洲的服务包括：

公司成立
我们为全球范围内有意愿涉足亚洲市场的
企业提供全套服务，协助客户建立公司，
确保各项业务遵照当地及国际条例。我们
的专业领域包含企业风险治理、长期行政
管理、各类咨询服务等，具体分类如下：

■ 各类新实体公司注册
(独资企业、代表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外商
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

■ 行政管理外包

■ 企业秘书 

■ 年度合规

■ 银行开户

■ 商业许可证

■ 董事会及委员会会议支持 

■ 企业治理

■ 高管服务

■ 数据保护

■ 项目管理

税务与会计

我们提供长期业务支持：

■ 税务合规

■ 簿记及年末财务报表

■ 薪资、休假和索赔管理体系搭建
以及社会捐助 

■ 企业纳税申报

■ 个人纳税

■ 临时财务总监

移民咨询与申请

我们帮助企业主、海外公司了解亚洲
移民的相关规章制度，并提供签证办理、
续签、永居申请等服务，具体分类如下：

■ 公民身份

■ 永居签证

■ 就业签证

■ 受扶养人签证

■ 企业家签证

■ 其他工作签证

新加坡法律文件接受代理及
委托代管服务

在新加坡我们有资深的行业专家帮助
您快速处理各项法律流程相关的文件
代理及托管服务。我们会出任为法律
程序文件代理人，代表您的机构接收
相关法律文件，以便您专注打理公司
业务。

企业信托

我们的信托团队主要为企业受托人提供
以下服务：各类资本市场交易、结构性
融资、项目融资、企业交易和架构
重组等。

其他服务

我们也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服务范围涵盖：
商标注册、人力资源服务、虚拟办公室、
公司注销等。

市场进入和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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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客户服务

与您和您的家人携手并进

恒可富私人客户服务覆盖多个区域，提供
多样化服务，以长期且稳固的客户关系为
依托，想客户之所想，深入了解客户及其
家人的需求，为您当下以及未来的财富管
理出谋划策。

我们的亚洲团队坐落于备受好评的离岸
金融中心 – 新加坡，从信托管理到财富
规划，我们都具备深度且全面的行业经验。
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之一，我们
规范管理信托服务，针对企业和私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和结构化解决方案。

我们的私人客户团队领头人拥有20年以
上的私人客户咨询经验，并曾获得新加坡
私人客户律师排名前十的殊荣，是亚洲
顶级私人客户律师中的佼佼者。我们为
您奉上独特的客户体验和广阔的视野，
确保您的利益得到满足，目标得以实现。

股票、债券或存款，抑或是固定资产，如
房产投资等，我们都能为您打理并保护好
相关资产，让您的子孙后代“钱”程无忧。

无论您的宝贵资产属于哪一类别，无论您
的资产位于何处，如简单的流动资产 – 

私人服务和客制化解决方案

我们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满足客户
的商业及投资需求，同时也为客户管理
投资、保护资产并有序规划财产继承。

我们配合客户及其家人，帮助达成长期
金融理财目标，让客户安心。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和解决方案:

■ 信托、公司与基金会行政管理

■ 家族办公室

■ 私人信托公司

■ 家族和企业继承规划

■ 物业房产服务

■ 养老金信托基金

■ 员工福利信托基金

■ 慈善事务

■ 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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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甲6号
中宇大厦1518室 
100027

电话： +86 10 8523 5882
邮箱： 

电话： 
邮箱： 

电话： 
邮箱： 

邮箱： 
电话： 
邮箱： 

电话： 
邮箱： 

电话： 
邮箱： 

beijing@hawksford.com

常熟

江苏省常熟市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港路18号滨江海外大厦
18-1号1801,1802,1806室 215513

+86 512 8880 1588
changshu@hawksford.com

广州

广州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490号
壬丰大厦东厅21楼2101室
510630

+86 020 3861 9877 
guangzhou@hawksford.com

香港

九龙长沙湾荔枝角路838号励丰中心
3楼304-7室

电话： 
邮箱： 

+852 2915 8198
hongkong@hawksford.com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科技京城
东楼25楼A1/D2室
200001

+86 021 6352 6668
shanghai@hawksford.com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16号
银都大厦5楼513室
518001

+86 755 3316 7754
shenzhen@hawksford.com

新加坡

16 Raffles Quay 
#32-03 Hong Leong Building 
Singapore 048581 

+65 6222 7445
singapore@hawksford.com 

东京

FBR Mita Building 
9F, 4-1-27 Mita 
Minato-ku 
108-0073 Tokyo Japan

tokyo@hawksford.com

运营地区不同，我们所提供的服务也不尽
相同。请联系我们的区域办事处以获取
更多信息。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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