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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帮助客户作出最明智的商
业决策，并协助他们充分利用
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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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van Leeuwen
Group Chief Executive 
Hawksford

我们曾帮助家族管理财富，帮助企业家获
得成功，帮助跨国企业改善经营和交易，
还帮助基金获取最大化收益。

我们始终以客户为中心。我们循序渐进地
了解客户的要求和目标，然后提供结构化
的行政和企划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的需
求。

我们力求使每一次的沟通都充满意义并
富有成效。这是我们对全球所有的机构客
户、企业客户和高净值客户的承诺。

我们是国际化的企业。我们是始终将客户
放在第一位的企业。我们是为您提供专业
服务的企业。我们是 Hawks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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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我们。 
而是您想实现何种目标。

帮助客户实现他们的潜力并使
得机遇最大化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专长就是解决问题并克
服障碍。在Hawksford，我们
总是寻求创造性的方法来帮助
客户实现他们的目标。

让我们帮助您
我们会完全处理与监管合规、财务合规以
及税务合规、公司治理和上报责任相关的
事宜，这样您可以专注于创造商业利益和
财富。我们的智能财务模型可以帮助您扩
展业务或准备转型。 

我们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理念。不断寻找更
新更有效的做事方法。我们以客户的长期
利益为主要关注点而进行投资。我们预测
您的需求，并以此提供价值。我们创建并
塑造未来、培养平衡的伙伴关系并通过关
联性思维实现价值。我们在当地的团队将
提供优异的服务，同时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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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地域局限
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无论您身在何处，
都能享受我们提供的优质服务。

全球化：Hawksford 的客户遍布全球115
个国家，我们有信心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
为您提供成熟而专业的服务。

资源化：Hawksford 是享誉东西方世界
的知名企业，我们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强大
的团队。我们遍布全球的职员、资源和网
络让无论身处何处的您都可以根据当地的
时区获得支持。

网络化：我们遍布全球的法律、税务和会
计网络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专业服务。

以实现目标为导向和关注点
与 Hawksford 合作意味着您不必担心项
目或交易的时间期限、能否实现目标或者
预算，因为我们始终以实现目标为导向。

客户选择我们，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能以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及时迅速地为他们提
供最高品质和水准的服务。我们的团队具
有极强的专业水平，始终为您提供最佳最
优的方案。

我们不认为任何交易或结构必须以特定的
方式来设计和实现。我们利用我们的行业
专长和企业精神来考虑所有的可能性, 确
保我们的方案符合您的最佳利益。即使这
意味着放弃首个考虑的方案而推荐另一
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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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思维 
Hawksford 的团队由经验丰富、高素质
和多语种的人才组成。我们的文化是热
情、雄心和创业精神的平衡。凭借这些品
质，我们能提供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解决
方案。

我们是行业专家。无论是商业交易还是家
族事务，您都能获得我们最好的团队为您
提供的服务，满足您的各种需求。我们大
量投资于我们的人力资源，他们是各自领
域的专业人士，涵盖法律、会计、信托和公
司文秘等领域。

立足今日，着眼未来
作为个人和家族，运营国际性业务或踏足
全球开展业务的复杂性在不断提高。能应
对快速变化的监管规定和政治环境也非
常重要。幸运的是，长久以来我们在着眼
未来方面具有良好的声誉。我们经常对更
长远的角度、更广泛的背景和更长期的目
标进行检讨，因此我们能为您提供更佳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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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来自115个国家。 
这是国际化的体现。

以下是一些我们帮助过的客户。

将企业与可视化技术连接
日本

一家视频通信技术的领先供应商 
想要打开亚太地区的新市场。他们需要寻
找一个企业服务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在新
加坡的新分公司开业之前，处理好所有相
关事宜。

为复杂的家族企业打通国际市场 
加拿大、中东、英国和美国

为一个由国际家族企业、业务和投资组成
的数十亿资产组合提供家族办公服务、信
托结构化和全套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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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家成功的线上假日供应商提
供无缝上市服务
英国

一家线上假日供应商想要销售股票以募集
资金来进行业务扩展。Hawksford帮助他
们在伦敦交易所挂牌上市，将客户的行政
负担和压力降到最低。

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影响营销机构
提供无忧管理服务
意大利

一家社交媒体企业拥有独一无二的产品，
他们想要确保他们能在新市场率先推出
该产品。Hawksford 帮助他们在新加坡
成立了一间 私人有限公司，在没有受到监
管机构干涉的情况下成功打入市场。

拓展新的航线水域
澳大利亚

一家全球性的邮轮运营商想要了解如何
在香港开办分公司，将税务、合规和人力
资源等事务外包，使他们能够专注于打造
自己在亚洲的业务和客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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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价值观

我们致力于保持并分享可以让
您、您的顾问、我们的员工和
我们的股东引以为傲的企业文
化。

合作
齐心协力解决问题并克服障碍，通过每次
沟通建立融洽良好的关系。我们会确保
每一次的沟通都充满意义且富有成效，将
您放在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专业
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专长，同时
将企业家的态度与之完美融合。作为行业
专家，我们有能力在寻找帮助客户的方案
时，兼具创新和灵活性。

自信
我们有信心能充分理解您的业务和需求。
我们逐步深入理解您的业务、目标和优先
需求；我们帮您将机会转变为现实。

备受信赖
信任是对成功的终极衡量标准。我们深
知在帮助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扮演
的重要角色，我们力求在处理任何事务
时都做到透明公正，不辜负您对我们的
信任。

着眼未来
着眼未来不仅仅是一句定位的口号，它还
明确地表达出我们的经营理念，强调了我
们对客户的长期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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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 

Hawksford 的业务由三大核心服务支柱组成：
企业、私人客户和基金。

我们的业务范围广泛，让我们能为信托、
企业、基金会、合伙公司、家族企业和投
资基金提供解决方案。我们还提供上市服
务、设立遗嘱、遗嘱认证、继任计划和员
工服务解决方案。

 

我们在主要的时区都设有办事处，随时为
全球客户群提供服务。我们的全球服务网
络和各地办事处让我们具有灵活性和广
泛的专业性，同时保持敏感性、敏捷性和
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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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了解企业，助您达成目标。 
不只是纸上谈兵。

想要将业务拓展至一个新的市场？想
要将后台服务外包以提高利润并降低
风险？想要为一个重要的交易提供无
缝支持？

  



您的战略盟友
任何公司，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都需
要进行战略转变。有些公司可能会想扩
大经营，而另一些公司可能想要缩减业
务。Hawksford 凭借多年来的成功经验，
得以为这些企业行为提供强有力的国际化
咨询服务。我们的团队在多个领域都具有
专长，有助于您组建运营和投资部门，从
而推动企业的运营。

您的信誉至关重要。我们非常了解。
在一个受到严格审查、不断变化、监管
和商业障碍日益严重的市场，客户很自
然地想要确保公司的法律、财务和行政
事宜得到妥善处理。我们在泽西岛和其
他高度管制的司法管辖区拥有悠久的历
史。Hawksford 创立了示范性的公司治
理实践和政策。我们的政策远超监管要
求；能推动有效的结构管理、促进道德规
范，同时为股东提供更高透明度。

商业背景 
我们在房地产构建、为跨辖区企业提供复
杂的构建和规划方面的全球实力获得业
内普遍认可。我们的客户来自多种行业，
包括保险、房地产、传媒、能源、航运、采
矿、制造、科技和贸易等行业。我们的企业
服务范围包括大型商业和贸易公司的跨境
构建、企业融资交易，以及为小型企业和
初创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支持它们的增长
和扩张。

企业家精神 
我们深入人心的企业化文化表明我
们完全有能力与创造自己财富的客
户合作。对于那些被潜力无限的亚
洲市场所吸引的客户，我们创建了
线上资源：GuideMeSingapore 和 
GuideMeHongKong。从中您可以查阅
超过1000种资源、国家指南和产业更新，
帮助您处理在新加坡和香港开展业务的
复杂事宜。 

专业服务：
 ■ 资本市场和上市 

 ■ 注册公司、管理和公司文秘服务

 ■ 亚洲创业 

 ■ 伊斯兰构建和会计

 ■ 房地产

 ■ 员工福利激励 

 ■ 会计解决方案、薪资和报告 

 ■ 移民和搬迁服务（仅限亚洲）

 ■ 海洋和航空管理 

请发电邮至   
corporate@hawksford.com  
联系我们，了解我们能为您提供何种服
务。

GuideMeSingapore.com 和 GuideMeHongKong.com: 访问这些 
网站，查看与初创和开展业务相关的必要资源

“三年来，我们进行过两次重大重组；
在这两次重组中，Hawksford 都起
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有很大的
灵活性，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Hawksford 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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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和您的家族建立长远的关系 

我们希望与我们的私人客户建立长久的
关系，确保他们在每一次与我们沟通时都
能得到最高品质的服务。 

“Hawksford 是值得信赖的，因为
他们经验丰富，同时他们也致力于
与客户建立深层关系。”
Hawksford 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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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ksford 将全权作为您的代表直接与
您的顾问合作，共同作为协调团队的一部
分，我们是财富保值和增值的专家。我们
满足客户的业务和商业需求，并且管理他
们的投资、保护他们的资产，同时为他们
制定合理的继任计划。我们不仅会满足
他们当前的需求，还要满足他们后代的需
求。

一个充满活力的管理团队领导着一支专
属的、合格的、专业的私人客户团队。严选
的团队拥有来自多个行业的专家，包括律
师、会计师和信托专业人士。我们的许多
客户和家族已经与我们合作了数代，我们
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关系，拥有很高的客户
留存率。

信赖我们
对许多人来说，找到能提供令人放心的个
人服务的信赖商业伙伴是个挑战。这正是
我们所提供的。我们的责任是让我们的客
户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和目的，而不论其复
杂性。如果您对此不熟悉，我们会从头开
始一步一步带您完成。我们照顾我们的客
户，就像我们照顾他们的资产一样。

治理、透明度和自主权
透明度是关键，尤其是我们被指派保护您
的宝贵资产的时候。我们对透明度的承诺
确保您在任何时候都对我们的运作非常
清楚。 

我们在监管良好、受尊重的司法管辖区开
展业务。我们经常根据不断变化的监管规
定检讨我们对结构的设计和管理方法，确
保我们的结构符合当地法律。这确保我们
始终走在行业前端，为客户的向前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简单地说，完善的治理是
我们服务标准的基本组成部分。

非常个性化的方式 
我们相信要了解一 个人需要时间, 但我们
也知道您的时间非常宝贵。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服务始于了解您和您喜欢的工作方
式。我们可以亲自与您见面，您也可以通
过电话或电邮联络我们。建立牢固的关系
和良好的沟通是我们开展业务的基础。我
们会安排一名资深经理作为处理客户关系
的中心点和联络人，同时还有一组专业的
客服团队提供支持。

专业服务：
 ■ 信托、公司和基金会管理

 ■ 继任计划

 ■ 私人信托公司

 ■ 家族办公室

 ■ 慈善事业

 ■ 执行人、设立遗嘱和遗嘱认证

 ■ 税务及会计服务

 ■ 物业服务 

请发电邮至   
privateclient@hawksford.com  
联系我们，了解我们能为您提供何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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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另类投资

针对广泛的资产类别和实体结构，我们提供
灵活的资金管理服务。

无论您是新手基金经理还是经验丰富的
资深经理人，您都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的
管理团队和成员，

他们拥有广泛的行业经验、多年的专业技
术知识和实用的方法来支持您基金的日
常运作。

 

我们理解投资经理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日
益严格的监管、报告和投资者的要求，不
过寻求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建立个
性化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服务，能帮助我们
的客户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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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技术水平 
我们在人才和技术平台上不断投资，以确保我们能满足您的需
求。虽然我们在管理私人股本和房地产方面拥有特别的实力和
专业知识，但我们有深入的知识和技术经验，可以向广泛的另类
资产类别提供卓越的基金管理。

严谨 
基金行业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这要求中台办公室和后台部门
的支持，既需要严谨, 又需要敏捷，同时还要求具备控制、风险
管理以及合规的文化。与此同时，我们紧跟世界各地的变化--随
时向您汇报，并确保我们采用的是符合您需求的基金管理框
架。

核心服务 
我们提供全方位的基金管理服务，从早期阶段，通过基金启动到
持续管理，包括：

 ■ 启动和建立

 ■ 投资者服务

 ■ 企业管理服务

 ■ 董事服务

 ■ 会计服务

 ■ 财务报告

 ■ 合规服务

 ■ 银行服务

 ■ 税务服务

请发电邮至 funds@hawksford.com 联系我们，了解我们能为
您提供何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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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泽西 
Hawksford House 
15 Esplanade 
St Helier 
Jersey JE1 1RB

电话: +44 1534 740000 
电邮: info@hawksford.com

 
香港 
香港金钟夏悫道18 
号海富中心二座期8楼

电话: +852 8100 5661 
电邮: info@hawksford.hk 
www.hawksford.com/hk 
www.guidemehongkong.com

新加坡 
16 Raffles Quay #33-02 
Hong Leong Building 
Singapore 048581

电话: +65 6222 7445 
电邮: info@hawksford.sg 
www.hawksford.com/sg
www.guidemesingapore.com

我们并未在所有司法管辖区提
供全部的服务。请联络我们的区
域办事处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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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beyond 
tomorrow

www.hawksford.com
www.hawksford.hk 
www.hawksford.sg

Hawksford 旗下拥有多个在不同司法管辖区运营的公司；若要进一步了解关于这些实体及其监管状态的信息，请访问 

www.hawksford.com/regula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