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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胜

香港合伙人

电话: +852 2969 4063

电邮: derekwan@pkf-hk.com

钟伟全

香港合伙人

电话: +852 2969 4026

电邮: alfredchung@pkf-hk.com

陈奕骢

香港合伙人

电话: +852 2969 4080

电邮: wilsontan@pkf-hk.com

林家宝

香港合伙人

电话: +852 2969 4041

电邮: edithlam@pkf-hk.com

香港办事处：香港铜锣湾威非路道十八号万国宝通中心二十六楼

深圳办事处：中国深圳市罗湖区地王大厦三六一六室

岑其彥

香港税务董事

电话: +852 2969 4038

电邮: newtonshum@pkf-hk.com

赖志强

香港税务董事

电话 : +852 2969 4015

电邮 : rickylai@pkf-hk.com

梁定国

香港及深圳主管合伙人

电话: +852 2969 4022

电邮: davidleong@pkf-hk.com

曹以臻

香港及深圳副主管合伙人

电话: +852 2969 4014

电邮: davidcho@pkf-hk.com

邓浩

中国主管高级经理

电话: +86 755 2583 8378

电邮 davedeng@pkf-sz.com: 

邱羽

中国审计部高级经理

电话 +86 755 2583 8370

电邮 michaelqiu@pkf-sz.com

: 

: 

莫敏兰

香港企业服务董事

电话: +852 3528 0282

电邮: lindamok@hkmanagers.com

方玉如

香港企业服务董事

电话: +852 3528 0292

电邮: tracyfong@hkmanagers.com

梁学濂

香港高级合伙人及管理委员会主席

电话: +852 2969 4028

电邮: henryleung@pkf-hk.com

专业团队

合伙人



PKF 国际审计组织 (PKF International) 成立于1969年，由全球各独立会计师

事务所组成，现加入其组织的事务所已遍及全球125个国家及440个地区。PKF 

International 共有逾2,270位合伙人及近22,000名员工，为世界各地客户提供

。 其在专业审计、管理咨询领域享有盛

誉，是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审计、会计、税务及其它专业咨询服务

PKF香港

PKF深圳

于2000年正式加入PKF International,其前身为

香港首批注册会计师梁学濂先生早于1968年设立的会计师

事务所。

于2007年成立，作为中国跨境业务的窗口，深港

两地紧密合作，为境内外客户提供优质的一站式服务。

PKF介绍

PKF香港和深圳由一批具有专业知识、敏锐市场前瞻性及

国际经验的会计师和商务顾问组成，包括

，提供包括审计、税务咨询、营商与管理

咨询、企业上市、并购重组、企业财务规划等服务。同时

致力举办跨国研讨会，为企业家拓展新领域提供平台，为

企业在现时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驾护航。

7位合伙人及约

200名专业人员

专业服务经验
45年

多名员工
22,000

440个地区
125个国家

2,270
多位合伙人

深港PKF联袂 

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

专业服务 国际经验 

多元合作



中国：商机与挑战并存

放眼中国市场，经过数十年的探 球视野和创意的热情也必将能够使

索，其正向规范化、市场化的方 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先

向稳步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为 机。

保证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
PKF作为一间全球知名的会计师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
事务所，能够利用其

规，为企业提供指引，同时也对

企业自身的合规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如今，要立足中国市场，
。我们旨在与客户携手解

企业除了要面对市场和自身发展
决问题、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在

的压力外，对于日益更新的国内
实现商业收益的同时，成就企业

外法律的了解也变得至关重要。
核心价值，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

及早了解法律规定和前期有效的运 目标。

营筹划，无论是对境外还是境内的

投资者，都是受益及必不可少的。

此外，丰富的国际经验、广阔的全

成熟的全球

网络和专业的本地服务团队，为

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优质的一站

式服务

咨微建著 

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是现时国际经济发展的引擎之

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庞大的市场仍将成为外国投资者的

重要投资对象；同时，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伴随着国内一大批

优秀企业的快速成长，以及逐步转向寻求境外投资的机会。全

球经济一体化无疑是目前以及将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的服务团队遍及全球，提供包括审计、

税务咨询、营商与管理咨询、企业上市、并

购重组、企业财务规划、个人财富管理等多

元化服务，凭借深港两地团队的专业知识及

丰富经验，助力企业长足发展。 

我们的服务

·税务及商业咨询

·企业日常合规及风险管理服务

·个人财富管理

·审计



财务报表的审计

对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法定审计，并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出具财务审计报告。

对于跨国集团境外的合并财务报表，按照境外的会计准则进行审计，

出具相关审计报告，以满足当地资本市场的法定报告和披露要求。

为国内企业进行清算审计，出具清算报告。

审计

出任上市财务顾问，指导企业内控系统管理，对接券商、律师等专业团队，

为整个上市过程提供专业财税方面的协助和指导。

出任申报会计师，提供上市审计服务，并协助企业应答监管机构的问题。

对其它法定审计及认证事项，包括所得税财产损失认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

除鉴证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计，出具鉴证报告供企业和相关政府部

门使用。

上市审计

其它审计和鉴证



常规税务咨询

对内地及香港企业从设立、经营到注销等全部过程中的税务、海关、

外汇等相关问题，提出专业意见及解决方案。涵盖税种包括企业所得

税、流转税、个人所得税等。

在日常工作及税务纠纷案件中，协助企业应答内地、香港税务机关提

出的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税务及商业咨询

依靠成熟的国际网络和丰富的跨境经验，为境内企业“走出去”提供指导，

涵盖投资前的架构搭建、行业准入调查、境外融资；项目开展时的境外税务

申报、境外税务筹划、境外利润分回；以及项目结束后的投资退出等。

基于对国内法律的熟知，为境外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全面的专业意见，包括协

助搭建投资架构、分析行业准入、申请享受税收优惠、设计交易模式、预测

运营税负、税务申报与合规要求、利润汇出、海关及外汇管制等。

为在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提供境内税务代理服务。

跨境业务

在企业并购中，协助收购方或被收购方进行财务及税务尽职调查，并就拟并

购方案（如资产收购、股权收购等）提出专业意见。

在集团重组中，分析重组方案，筹划和筛选合理的节税重组方案。

对于并购、重组中涉及股权转让的，指导相关的申报事项（尤其是境外股权

转让）；分析并协助企业就可享受的减免税政策，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并购重组

针对企业转让定价政策提供可比性分析，评估转让定价风险，提出专业建议。

根据中国税法的规定，协助企业准备年度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文档。

转让定价



境内外公司设立及风险管理

对于境外企业有意在中国投资设立公司，以及国内企业考虑在香港或

海外设立境外公司，我们能够全程提供协助。

公司设立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行业准入分析，设立流程咨询，

设立文件准备及递交，以及应答政府审批部门的相关问题等。

为设立后公司的企业管治机制及架构提供专业建议。

企业日常合规及风险管理服务

针对在香港设立的公司，提供专业公司秘书服务。

具体服务内容涵盖：(1)出任公司秘书；(2)制备有关股东周年大会文件；(3)制

备周年申报表及呈交至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4)保存公司名册及法定纪录；

(5)提供香港注册地址及书信传递服务。

香港公司秘书服务

为企业提供财务报表编制服务，包括指导企业建账、审阅财务报表、代理记

账，必要时可以派遣专业人员至企业驻地协助前期建账工作。

会计服务

协助内地及香港企业进行包括税务登记、日常纳税申报、相关税务事项变

更、税务注销及其它各项要求申报的事项。

税务申报



海外信托

依据个人客户的需求，设计合适的个人海外信托架构，以达致资产保

障及传承目的，并实现相关税务效益。

协同个人客户及配合其他专业团队（例如银行、律师），全程参与对

信托的成立、契约文件准备、信托资产投入、信托管理及分派等各个

环节的工作，并提供专业的税务意见。

个人财富管理
针对个人投资者的税务居民身份，联同PKF海外成员所，为投资者提供具有商

业及税务效益的投资方案。

基于投资者的投资架构及行为，我们会根据相关法律，对个人及旗下投资企

业提供当地税务申报服务及相关税务筹划建议（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本利

得税、赠与税及遗产税、受控外国企业税务申报等）。

海外投资的个人所得税咨询

提供专业个人及家庭移民咨询服务。具体服务包括解释海外国家或地区（例

如：香港）申请移民的种类及要求，基于个人情况筛选移民方案及分析各方

的可行性，协助准备相关移民申请文件，并跟进海外政府移民部门有关审批

进度，及协助应答移民部门的提问等。

海外移民咨询



我们的价值观

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是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基石。在

PKF，我们有效结合国际及国内标准，倾力投资员

工培训、服务质量控制、项目风险管理，在达到客

户期望的同时，也遵从PKF自身高度的内控要求。

追 求 卓 越

作为一间知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将诚信和

职业操守放在首位，这是我们提供专业服务的重要

保证。无论是客户还是合作伙伴，我们都致力以专

业、道德和公平的方式对待。

专 业 诚 信



我们视每位客户的需求都不完全一样。对于PKF来说，

我们的价值体现在与客户的高效交流和细心了解，继

于向客户提供专业定制、行之有效的方案，以达到甚

至超越预期的实施效果。对我们来说，项目合作不仅

仅是商业往来，也是双方实现合作共赢的契机。

趋于经济全球一体化，PKF作为全球商业衔接平台之

一，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多维度、一站

式的优质服务，力求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客户发掘最

大价值，协助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

放 眼 未 来

增 值 双 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