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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业务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的顾问
我们不会轻易地接受任何一家专业的服务公司成为华利
信国际家族的一员。我们招纳新成员的程序非常严格，
以此保持我们20年以来建立的盛誉，并且保证客户对我
们的服务总是信心百倍，振奋鼓舞。

我们的成员都是所有者管理的事务所。在珍惜各自独立
性的同时，我们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团结起来与其他活
跃在国际上的高素质的事务所一起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按照地区吸收当地最优秀的公司，其中很多是当地
市场的前十甚至前五位。但一切标准都是基于事务所的
质量，而不是其规模或者排名。我们制定了严格的成员
选拔标准以确保他们不仅有强大的领导力，受人敬仰的
声誉及牢固的以客户为本的文化，而且能够证明他们的
国际成功。更关键的是，他们应拥有在专业技术知识领
域，任务完成方面及所有相关的国际标准上的全方位的
服务能力。

我们的客户
不管您是一家上市公司，一家所有者管理的企业或是一
位高净值人士，您都可以信赖华利信国际的成员事务所
帮助您找到机遇，带领您克服挑战，让您随时了解新的
情况，让您在所选择的市场中充满影响力并繁荣兴旺。

我们的成员代表了存在于所有主要行业的公司，企业家
及贸易组织。您可能已经是国际上活跃的企业家，正在
找寻新的切入点，或者您已经拥有一家成功的公司，正
着眼于向海外初步拓展。

不管您的组织规模大小，或者结构多么复杂，华利信国
际家族都能让您获得对跨境项目富有卓越经验的专业公
司所提供的服务。

我们的成员事务所不仅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建议和出色的
服务，而且可以将业内主要企业的所有专业知识集合起
来，用实际参与的形式最终帮您的企业迈向更好地定位
以取得持续的成功。

我们在下列领域及服务项目中都有着卓越的表现

行业知识
• 汽车

• 建筑

• 能源

• 娱乐与媒体

• 农业

• 金融服务

• 食品生产

• 政府

• 保健

• 酒店

• 物流仓储

• 采矿

• 制造

• 石油化工

• 医药

• 专业服务

• 房地产

• 零售

• 海运

• 技术

• 电信

• 纺织

• 交通

• 公用事业

服务
• 会计服务

• 审计和认证

• 商业救援及恢复

• 咨询

• 企业金融

• 法务会计学

• 破产

• IT咨询

• 法律服务

• 税务

"您可以信赖华利信国际的成员事务所帮助您找到
机遇…"

"在这个不断改变的海运行业里，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是完全正常的。我
们之所以选择了华利信国际成员事务所，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愿
景。那就是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以高标准追求卓越。"
Danny Chiu, 

Chinese Maritime Transport Ltd, 中国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台湾
我们的价值观…在于您的成功

我们的成员都是所有者管理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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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得到妥善的照顾
你听过多少次一家公司提起在启用了一间专业服务公司
后的几个月后，他们的日常联系方式从由合伙人亲自进
行协调变为比较初级的员工进行联络？我们持续关注的
是和与我们做生意的所有公司建立起一种由合伙人引领
的高质量关系。

我们的每一个成员事务所都拥有一个国际联络合伙人或
者一个专门的国际部门负责让客户接触到最有才华的并
且合适的团队。团队成员不仅随时为客户待命，而且对
国际业务有深入的个人体验，拥有一个强大的伙伴网
络，因此在广泛的服务中快速反应，见多识广且具有进
取心。

我们的社区
华利信国际协会中的成员事务所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在
帮助重新定义企业与专业服务公司的合作方式。我们的
组织远不止是一个铭牌组织，我们要做的是持续地致力
于分享：理念与经验；培训与知识转化。

我们代表的事务所中的主合伙人在这组织里都是大家众
所周知的，经常致力于扩展我们共同客户项目的范围，
参加例会和活动，确保客户可以得益于最好的建议，知
识以及，更重要的是，成效。

总是添加更多价值
物有所值绝对是现今商业社会最崇尚的精神，但是这不
意味着在质量上作出让步或者降低服务的标准。

华利信国际的成员事务所提供了“四大”和其他庞大的
组织之外的另一个低本高效的选择。我们的伙伴中的大
部分都有在“四大”中的工作经验，而现在提供了一种
更加个性化及整体化的服务方式，这是其他更加大型的
事务所无可比拟的。成效怎样？客户可以在获得所有相
同的知识，专家意见及经验的同时还得益于这种更加低
本高效的实践方式。

期待何种质量，就得到何种质量
专业服务公司的全球协会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提供的服
务无外乎预定的法律，法规及财务框架中。

华利信国际不同于其他组织之处在于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是精选的。我们不想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某些没有
意义的“排名调查”中而扩大组织，也不是为了给我们
的成员提供另一个可以在空格处打勾的机会。

成员事务所都是在严格的招募标准下仔细筛选出来的。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我们只和最高品质的事务所及在某个
领域公认的领袖级人物进行合作。每个成员都要在全国
和国际上达到特定的品质标准，并最终努力成为需要高
质量，低本高效的国际企业的首选。

总是以我们客户的需求为本…

将您的成功最大化

显示出真正的差别
我们所做的事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用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完成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成员身
处世界各地，这保证了我们可以灵活地，有创造性地满
足客户的跨国需求，同时持续不断的对我们的服务进行
自我评估，以顾客的需求为我们服务的中心点。

我们的经营足迹遍布了所有主要的国际和新兴企业领
域，但尽管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覆盖面是非常广泛
的，我们注重的还是工作质量。这是我们首要的工作重
点。

从电信，交通，医药和金融服务到政府，保健，建筑和
房地产业，我们由独立会计，审计，税务顾问和商业顾
问组成的全球协会能够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他们需要的
专业知识。

不仅是一个承诺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是每一个组织，协会和企业都期望做
到并且津津乐道的理念。但是客户往往只有在亲自经历
了整个服务周期后才能看清其真相。

在华利信国际，我们不会自称是行业内最大的组织。我
们所追求的是不断致力于并始终如一地提供由我们独特
的客户服务承诺所指导的服务水平。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就是以客户为核心并为其提供清晰迅速的回应以及有质
量保证的报告。 高质量的建议及出色的服务...

"我们的成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不想
仅仅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某些没有意义的“
排名调查”中而扩大组织。我们真正希望的是能
够因我们所做的而被认可为最好的	-	就是为客户
们提供一个“四大”之外的实际并且让人耳目一
新的选择。"
Mark Levenfus, Chairman,  
Morison K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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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利信国际的参与让我们可以建立直
接，有效的途径来获得熟练的当地专
业支持，并完全满足我们对服务的提
供及预算需求。当我们的国际业务需
要专业服务时，华利信国际的成员事
务所是我们的首选。"

Peter Arr Woodward, MD,董事经理	ARTTCO

"商业世界已经改变而且将会以惊人
的速度持续改变。我衷心感谢他们
提供的及时信息更新，及在我们的
重要市场中对最新业务，宏观经济
和立法发展的见解分享。这种商业
合作关系带给我们更多价值让我们
受益匪浅。"

William Tan, CFO, 首席财务官	Metal Component 

Engineering Ltd 金属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我们选用华利信国际公司的成员事务所后最
吸引人的亮点是他们能够理解及体会商业界
运作的环境并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其既履行
了作为独立审计师的法定角色，又同时满足
了他们客户的服务需求。"

Goo Liang Yin, CFO, 首席财务官	China Great Land Holdings Ltd 

华地控股有限公司

"我很欣赏的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被当作仅仅是一个客户来对待。我们一次次验证过他们对于我公司业务
的关心，而且他们非常专业，很有建设性，在所有提供的服务上都值得信赖。"

Paul Paffett, VP Asia Pacific, 亚太区副总裁	Construction Specialties

"也许华利信国际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全
球覆盖面，知识及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他们的以“小型
化”的方式提供服务，而质量，合作及总是尽善尽美的
态度让他们和其他庞大的网络相比与众不同。"

Martin Prins, CFO, 首席财务官	Cordstrap B.V.

"运营一家在多个司法范围内进行
贸易交易的公司是复杂且充满挑战
的。与华利信国际公司业务往来时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工作总
是由合伙人亲自处理，他们所提供
的服务总是用最高的标准来完成，
更关键的是我们总能感到他们也是
我们团队的一部分。"
Richard Bolte Jr, President and CEO,  

BDP International Inc 百运达国际公司主席及
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业务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合作伙
伴也同样重视-这无疑是我们从与华利信国际的成员事务所的合
作中看出的。另外，他们非常坦率且拥有专业的学识-是可以推
荐给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合作伙伴。"

Lew Chyuan-Fu, CEO, Koryo Co Ltd 公司首席执行官

全球覆盖面

华利信国际在超过84个国家中拥有超过163
个成员事务所及340个分支办事处，是一
个国际领先的独立专业服务公司协会。

从芝加哥到巴黎，从多伦多到莫斯科，
从伦敦到北京，从法兰克福到孟买，从
迪拜到悉尼，从阿姆斯特丹到约翰内斯
堡，从新加坡到布易诺斯艾利斯，我们
有超过12,500名员工及1,200个合伙人服务
于这些市场中的客户。

不管是审计，会计，税务或者咨询服务，我们的会员在
这些领域都集合了广泛的经历背景，地区性的及国际性
的专业知识，还有定制化的快速反应的工作方式，这一
切使得我们的成员事务所的工作不仅符合最高最严格的
专业标准，而且充满了创新性。

我们当然可以称赞自己，但是那些我们有幸代表的公司
和组织的称赞才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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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一起合作…

同华利信国际合作是明智之举。我们在6大洲的运营，能
够跨多个司法区域满足最复杂的客户需求，而且我们拥
有专业人才和知识以使我们的成员作为真正的生意伙伴
而不是作为保持距离的顾问同您合作。

• 建立于1990年

• 一个领先的独立会计与咨询公司协会

•  我们的使命是在全球各主要城市都拥有高质量，全方位
服务的成员事务所。这样一来，即使涉及最复杂的商业
模式，我们也能满足客户的跨境需求。

•  在一个国际董事会的指引下运营。另外，我们的五个运
营地区都会得益于他们自己的董事会结构。

• 代表了全球6个大洲超过340家办事处及12,500名员工

• 做好准备满足国际客户的需求

• 以地区和技术工作组为特点的广泛市场结构

• 我们的成员的总收入超过1十亿美元

2017年数字

…所有你需要知道的

"我们有激励自信心的信誉，有创造成绩的记录--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让客户感受到的全新
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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