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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企业全球业务拓展

卓佳，竭诚为您服务

亚洲领先的业务拓展专家





卓佳集团
简介
卓佳集团（卓佳）是亚洲领先的业务拓展专家，结合环球知识与本地专
业，提供综合的商务、企业、投资者、人力资源及薪酬管理、企业信托及
债务服务、基金行政管理及企业管治咨询。从企业成立到上市等阶段，卓
佳为客户奠定稳健的基础，协助促进其业务增长。卓佳通过有机增长和发
展，以及合作、合并和收购实现快速扩张。覆盖 22 个国家/ 地区、49 个
城市的庞大办事处网络，卓佳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在全球拥有约50,000家客户，包括中国内地约20,000家客户、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内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约2,000家的上市公司、超
过40%名列《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公司，以及众多在全球市场运
营的跨国公司和私营企业。卓佳有约3,000名员工，其中630多名是认证
专业人员。我们提供关键职能，协助有雄心的企业加速在亚洲及其他地区
的发展。  

卓佳的优势源自其深厚的行业经验、敬业的专业团队、以科技驱动的流
程、标准化的对应系统、对法律法规的持续关注，以及广泛的业界网络。
卓佳致力协助企业在亚洲发展潜能，并协助企业在当今多样化和瞬息万变
的监管环境中领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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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 

优于竞争对手的
专业能力及知识

#1
协助锐意发展的客户
提升企业功能、效率
及合规性

49
个办事处，遍布 22 个
国家 / 地区，可在不同
地区提供相应的服务及
解决方案

630+ 

专业人才，其中包括
具备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和公司秘书

以技术驱动的
系统和流程

~3,000  

名员工，其中包括经验
丰富的领导及从顶级
大学毕业的 MBA 学位
持有人

#1 

亚洲专业服务公司，
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及
预算提供量身定制的
解决方案

恪守专业诚信
及保密原则

致力于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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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商业服务与我们的客户合作，以提高
竞争力和创造商业价值。利用我们的会计
和财务报告、公司税务和咨询、支付管理
和人力资源服务配套，我们的专业人员能
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的
特定要求。我们支持各种不同的企业，从
中小企业到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更跨越
不同的行业领域。

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是由当地专家和获认
证的专业人士组成，而当中大部份是合资
格的会计师和公司秘书。

• 商务咨询
•  会计与财务报告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银行存款及支付管理
•  进出口服务
•  信托资产管理
•  基金行政管理
•  企业管治、风险管理及合规
•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卓佳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企业秘书服务
公司，提供专业公司注册、企业管治、公
司秘书、基金秘书与合规以及尽责查证服
务。我们还提供公司健康检查和定制解决
方案，为我们的客户管理公司清盘、解散
和停止运作。我们为不同类型的实体提供
服务，包括上市发行人、跨国公司、非政
府组织、离岸公司和基金结构。

• 设立企业实体及业务
•  企业管治、合规及公司秘书
•  上市发行人及具名公司秘书
•  信托及受信 
•  基金秘书及合规
•  法律程序文件接收代理及受托代管
•  尽职调查及企业档案检查
•  公司清盘、解散及结业

商业服务 企业服务

卓佳核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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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提供全面的人力资源和薪资相关专业
服务、知识和技术，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员带领精英团队，并有专属的信息技术系
统提供支持。
 
无论是快速灵活、无缝集成、分析功能和
合规性，您对人力资源服务的每一项需
求，卓佳都能提供一流解决方案。卓佳与
客户通力配合，设计并落实招聘、领导
力、组织、绩效和奖励计划，提出切实可
行的见解，最大限度地提高绩效。 

从集成化云技术软件解决方案到全套外包
方案，卓佳提供的优质服务，让您和您的
员工倍感轻松。

• 薪资外包
•  薪资健康检查
•  雇员自助服务系统
 ○ (unify | HRS) – 一个具有移动功能

的综合人力资源信息系统
•  高管猎头
•  福利管理
•  就业和家属签证申请

人力资源及薪资服务
卓佳投资者服务为所有证券注册和相关的
公司问题提供全面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马来西亚的主要
股份登记机构，我们为香港证券交易所
（HKEX）和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Bursa 
Malaysia）超过一半的上市发行人提供服
务，包括维持证券持有人的法定登记册，
实施企业行动，管理股东/投资者关系，披
露信息和遵守企业管治。

卓佳为约2,000家在亚洲公开上市的公司
提供服务（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内
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们的投资者
服务专家能够监管合规要求，同时提供最
佳实践。

• 发行新股 / 首次公开招股
•  证券登记管理
•  会议管理及监票服务
•  企业行动
•  股东通讯及会议管理
•  卓佳投资者服务中心

投资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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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麦迪森太平洋是卓佳的子公司，也是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内地、新加坡、英
国和开曼群岛独立的专业金融和企业服务
首要供应商，参与的交易金额超过700亿
美元（2021年），专注于：
 

• 信托及代理服务
• 托管及保管服务
• 辅助性服务
 ○ 出任董事服务
 ○ 企业重组

Guardian Trust及 Covenant是新西兰企业受
托人和监督服务的领先供应商，已经营超
过125年，监管的资金超过2,500亿新西兰
元（2021年），专注于：
 

• 管理投资计划
• 债务和票据发行
• 证券化和结构性融资
• 托管服务
• 养老金计划
• 退休村

企业信托与债务服务

卓佳核心服务

Tricor Axcelasia是卓佳的全资附属公司，为
上市公司、私营公司、跨国企业和国营企
业等客户提供战略业务咨询和企业管治、
风险管理及合规（GRC）系统。通过识别
和预测潜在风险，以及共享有关业务管理
的全面专业知识，我们帮助亚洲及其他地
区的企业培养战略规划和执行的能力。

• 企业管治、风险管理及合规
• 企 业 管 治 、 风 险 管 理 及 合 规 系 统 

（Tricor Roots）
• 内部审计、内部控制审查和质量保证

审查
• 业务流程改进、标准操作程序、企业

责任与转型
• 业务连续性管理和技术咨询
• 公司财务与法务会计
• 综合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战略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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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财富》世界 500 强 
公司

卓佳为约 50,000 家客户
提供服务，包括…

1,300+ 

股份于香港及中国
上市的公司

~600 

股份于新加坡及 
马来西亚上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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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办事处

其他办事处

澳大利亚
info@au.tricorglobal.com 

巴巴多斯
info@bb.tricorglobal.com

英属维尔京群岛
info@bvi.tricorglobal.com

文莱
info@bn.tricorglobal.com

开曼群岛
info@ky.tricorglobal.com

印度
info@in.tricorglobal.com

印度尼西亚
contact@id.tricorglobal.com 

爱尔兰
info@ie.tricorglobal.com

纳闽
info@my.tricorglobal.com

澳门特别行政区
tricor@macau.ctm.net  

新西兰
info@nz.tricorglobal.com

南韩
info@kr.tricorglobal.com

中国台湾
info@tw.tricorglobal.com

泰国
info@th.tricorglobal.com

英国
info@uk.tricorglobal.com

美国
info@us.tricorglobal.com

越南
contact@vn.tricorglobal.com

请扫瞄以
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tricorglobal.com

香港特别行政区  
（总部） 

香港特别行政区
九龙观塘道348号
宏利广场15楼
电话：(852) 2980 1888 
传真：(852) 2861 0285 
info@hk.tricorglobal.com

中国内地

北京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
光华路5号院世纪财富中心
1号楼18层
邮编：100020
电话：(86) 10 8587 6818
传真：(86) 10 8587 6811
communication.china@
cn.tricorglobal.com

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
电话：(65) 6236 3333
传真：(65) 6236 4399
info@sg.tricorglobal.com

Oak Minami Azabu 
Building, 2F, 3-19-23 
Minami Azabu, Minato-ku
Tokyo, Japan 106-0047
电话：(81) 3 4580 2700
传真：(81) 3 4580 2701
info@jp.tricorglobal.com

Unit 30-01, Level 30, Tower 
A, Vertical Business Suite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 8 Jalan Kerinchi,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 3 2783 9191
传真：(60) 3 2783 9111
info@my.tricorglobal.com

新加坡
日本

马来西亚

上海
中国上海市
淮海中路381号
中环广场19楼
邮编：200020
电话：(86) 21 6391 6893
传真：(86) 21 6391 6896
communication.china@
cn.tricor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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