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信托 
与融资服务

兼具专业性与独立性的金融服务与企业服务

亚洲领先的业务拓展专家





麦迪森太平洋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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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太平洋是卓佳集团的成员。作为企业信托与融资服务的独立提供商，
我们的服务涵盖信托、代理，托管、保管，资产管理及出任董事服务，享誉
业界。

我们擅长常规的私募股权与对冲基金事务，亦深谙其在高收益贷款、特殊情
况或不良贷款的项目。我们经常参与俱乐部式及银团式贷款、债务资本市场
交易等各种类别的债务交易；既活跃于新发起的交易，亦担任既有交易的代
理人或受托人之继任者。

麦迪森太平洋团队配备资深的企业融资和法律专业人士，在新兴市场的投
资、资产管理、架构设定和证券服务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我们的
团队致力于提供及时、实效的策略，亦应客户所需、与客户共同制订并实施
创新的解决方案并满足交易所在地的合规性要求。

麦迪森太平洋总部位于香港，并在新加坡、北京、开曼群岛及伦敦设有办事
处，协同卓佳的通达网络，服务面覆盖21个国家与地区的47个办事处，我
们的客户包括全球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国际、离
岸或本地的律师事务所和企业。作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 (SWIFT) 的会
员，我们具备安全、高效的通信渠道，与金融界的其它会员进行现金及证券
交易。

麦迪森信托有限公司、Madison Pacific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及MPCSL 
Nominees Limited 获公司注册处批准持有牌照在香港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
业务；有鉴于此，须对新客户及现有客户实施客户尽职调查及记录备存的措
施。 而且，麦迪森信托有限公司是依据香港法例第29章《受托人条例》第
78（1）条所注册的信托公司，受香港财政司及库务署监管。Madison Pacific 
Pte. Limited 已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頒發信託營業執照。

亚洲首屈 
一指的独立交易

专案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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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太平洋
主要业务

• 在私人、欧洲结算系统、交易所上市债券
发行中，担任债券受托人/代理人。

• 在双边贷款、银团贷款或俱乐部贷款、私
募股权贷款交易中，担任贷款代理人及/
或担保受托人。

• 在违约债务交易中继任贷款/代理人及/或
担保受托人，因应贷方需求，协助强制执
行及投资收回。

• 在单位信托、担保债务凭证以及专为航运
业或航空业而设的信托项下，担任法人受
托人。

• 在重组后的债务偿还安排信托计划项下，
担任信托管理人。

• 在本土担保、离岸担保项下，担任担保代
理人。

• 在融资项目中担任主代理人、付款代理
人、登记人，管理整体交易。

• 在交易所上市债券项下担任代理人，处理
上市债券所涉的各项事宜。 • 提供投资结构设定及投资管理的服务。

• 提供现有投资组合管理的服务。
• 提供出任临时或长期的持牌负责人的服务。

信托与代理服务

资产管理服务

• 提供托管或保管安排，促成商业交易。
• 在买卖交易、合并收购、项目融资、清

算或接管变现的进程中，提供资产保管
服务。

• 提供托管或保管服务，持有现金、股份  
(无论是无纸化股票还是实物股票)、文件
及其它财产。

• 在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特殊目的载
体等架构中，提供出任独立董事的服务。

• 在中国及其它地区的交易中，提供出任法
定代理人的服务。

• 提供担任贷款人之名义董事的服务。
• 提供担任债权人委员会代表的服务。

托管与保管服务

出任董事服务

• 提供会议服务与表决服务。
• 提供出任在香港、伦敦和新加坡接收法律

程序文件之代理人的服务。

辅助性服务



麦迪森太平洋
核心优势

优越地理
聚焦新兴市场的全球
化运营

卓有成效
以精简的战略决策确保
运作的顺畅

快捷回应
急客户之所急，以高效的沟
通方式，及时提供扼要的解
决方案

高度灵活
制订并实施定制的解决方案
和因应客户需求的定制报告

独立特质
不受控于商业银行，
亦与银行并无关联

经验
无与伦比的投资和交
易经验，以及内部法
律团队

作为卓佳集团的成员，藉由卓佳的通达网络，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47
个办事处的2,600名专业人员是麦迪森太平洋的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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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受委托项目
自2010年年成立至今，麦迪森太平洋的客户包括国际及本地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机构投资者、 
对冲及私募基金、家族办公室及受托人，应客户所需担任形形色色的职务，经手的交易额突破 
680亿美元。

为全球最大的重组交易之一 (价值134亿美元) 
担任替补管理代理人和贷款代理人。我们的任
务包括与借款方和一群国际债权人与债券持有
人等利益相关方联络，并计算复杂的企业解决
方案的利息/本金还款、重组和资本重整费用
及对价，以及监督及管理这些款项的支付。  
（印度尼西亚）

为4.92亿美元的重组、交换及现金收购要约担任
管理和贷款代理人。（印度尼西亚）

受委任为一家中国房地产公司的2亿美元有抵押
可交换债券的继任受托人。（中国大陆）

特殊机会 为一家处于临时清盘的开曼群岛公司的债务偿
还安排计划担任在岸抵押品代理人及持有期受
托人，该公司为一家上市中国太阳能公司的控
股公司。（开曼群岛、美国、中国大陆）

担任利海控股有限公司1.98亿美元可转换贷款
融资的替补代理人和担保受托人。我们协助实
施经磋商达成的和解，包括在中国、开曼群岛
和香港解除担保并授出以香港上市股份设定的
抵押。为了促进和解进程，我们还担任上市
股份的保管人并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及其顾问
合作。利益相关方包括多家国际金融机构。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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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家印度企业集团发行的5400万美元的违约企
业债券担任替补受托人。强制执行程序已在英国
进行，债权人正在与一家新加坡关连公司的司法
管理人持续谈判。我们的工作包括率先与国际债
券持有人商讨，制定诉讼策略并监督其执行，以
及进行债务偿还安排计划的谈判，务求达到加快
并尽量提高债券持有人的回收的目标。（印度、
新加坡、英国）

为一个西非项目已违约的一笔2.5亿美元出口前
融资贷款担任替补代理人和担保代理人。作为
该项任命的一部分，我们负责强制执行担保，在
成功抗辩一宗由寻求阻止出售的诉讼方提出的香
港法院诉讼后实施出售程序，出售两家在西非项
目中具有控制性权益的公司的全部股份。 （塞拉 
利昂、英国、香港）

担任澳大利亚一家矿业公司发行的2300万澳元
的已违约票据的担保受托人。随着强制执行及
我们获任命为接管人，我们协助进行违约票据
的受押出售及相关的交易，这导致解除接管人。  
（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

就5000万美元的有抵押船运贷款担任替补贷款代
理人及担保受托人。（南韩）

为一笔向一家印度尼西亚船公司及其关连公司作
出 的、以上市股份作抵押的5000万美元经重组
贷款担任继任贷款代理人及在岸担保代理人。 
（印度尼西亚，英属维尔京群岛）

为一家融资租赁公司一项价值9亿美元、于卢森
堡股票市场交易的有抵押中期票据计划担任替
补登记人、付款代理人、过户代理人及计算代
理人。到期后，该计划将展期至2021年。
（英国、乌克兰、卢森堡、开曼群岛）

就3900万美元的违约贷款交易担任替补贷款代理
人及离岸担保代理人。国际性强制执行和禁诉令
程序经已启动。我们的角色涉及与毛里求斯、香
港、印度及英国律师密切合作以保存担保品并开
展强制执行行动，磋商诉讼策略及以其他方式设
法保护及强制执行贷款方的权利。（印度、毛里
求斯、香港、英国）

为一家西非的全球制冷制造商及玻璃生产商的多
项债务融资、对冲协议及价值5.78亿美元欧元票
据发行担任替代抵押品受托人、票据受托人及
融资代理人。（尼日利亚、肯亚、荷兰、英国、 
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

为一家多元化跨国公司发行的5亿美元10年期优
先有抵押票据担任替代受托人。 （印度）

为一家矿业公司价值4.45亿美元的贷款融资
担 任 替 代 银 行 融 资 代 理 人 、 共 同 抵 押 品 代
理 人 、 投 资 者 融 资 代 理 人 及 重 组 代 理 人 。 
（毛里求斯、南非）

作为价值3.75亿美元的Privatbank资本重组过程
的一部份，受委任为替代受托人、受托人及抵
押品代理人。（乌克兰）

为一家传讯公司的收购融资的票据重组“剩余”
票据担任替代受托人。（印度、英国）

作为价值逾20亿美元的商品公司整体重组(当中
包括贸易及对冲融资支援贷款)的一部份，受聘
担任多项职务。（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
荷兰）

在企业破产解决方案程序中受任命为发行人，并
作为受托人代表债券持有人与破产解决方案专业
人员磋商申索，以及磋商发起人与债券持有人之
间约2.62亿美元的一次性和解要约。
（英国、印度、阿联酋、德国、卢森堡）

为一家印度尼西亚能源公司将2.22亿美元现有贷
款融资转为20年期贷款融资的重组担任替代融资
代理人及在岸及离岸抵押品代理人，我们并协助
一位投资者以信托结构方式向现行贷款人收购若
干债务。（印度尼西亚）



为一笔3400万美元的印度尼西亚贷款融资及相
关认购及认沽期权、股份购买及保管安排，担
任贷款代理人及担保代理人。（印度尼西亚）

为中国物流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就1亿美元3年期 
于欧洲结算系统上市的票据担任受托人及担保代
理人。（中国大陆）

就一笔5亿美元涉及跨境的公司间贷款担任离
岸担保代理人，此为一项融资交易的一部份。
该担保部分包含一家中国实体的质押设备。 
（中国大陆）

为1.5亿美元有抵押可转换债券担任受托人、 
担保代理人、付款代理人、转换代理人、债券登
记处及认股证登记处，该等债券可转换为一家 
在中国经营铝产品的上市新加坡公司的股份。
（新加坡、中国大陆）

为在欧洲结算系统/明讯结算系统、新交所上市
的8亿美元有抵押高收益票据的发行担任抵押品
代理人及运算代理人。（日本、美国、菲律宾）

为2012年到期的2.5亿美元零息可转换债券的交
换要约担任制表及交换代理人，并为因交换而
发行的新债券担任受托人及代理人。（印度）

为给予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1.7亿美元夹层贷款
担任贷款代理人及担保代理人。（中国大陆）

为一家开曼群岛财务顾问公司发行的8500万
美元以实物支付的票据担任抵押品代理人。
（开曼群岛）

担任利息储备账户的在岸贷款人及保管人，此
为一项融资交易的一部份，该交易涉及提供
6800万美元离岸贷款给在中国运营豪华电影
院的中国集团公司。新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到
位，其中麦迪森太平洋的在岸贷款通过一项债
权人之间的契约与其中一项离岸贷款链接，以
此作为一个机制，在强制执行的情况下部分保
障离岸贷款人的利益。（中国大陆）

为澳大利亚上市公司Guildford Coal Limited发
行的1000万美元可转换债券及5500万美元欧
洲结算系统上市可转换票据担任受托人及担
保代理人。（澳大利亚）

为从事食品业的香港上市公司发行的3750万
美元可转换债券担任担保受托人。（香港）

为一项持有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价值
高达4000万美元普通般的合作投资信托担任
受托人。当禁售规定到期时，我们受指示将
信托中的普通股转换为美国存托证券，随后
出售那些已交由托管的证券。（香港）

为价值逾40亿美元的有抵押票据担任抵押品受
托人，发行该等票据的目的为收购价值逾50亿
美元的香港最昂贵商业大厦。（香港）

新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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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000万澳元的后偿过渡性贷款担任担保代 
理人。（澳大利亚）

为一家总部设在印度的药物及生物技术公司的票
据发行担任全球离岸担保受托人。（印度）

为一宗逾17亿美元的优先票据发行担任票据受托
人，该票据发行是为了提供流动贷款作为一家矿
业及钢公司的出口前融资。（乌克兰、英国及欧
盟国家）

为一宗价值10亿美元的10年期票据发行担任抵
押品代理人，该票据发行是为在中国的项目提
供资金，设有中国外商独资企业股份的质押、 
每个项目的资产的抵押、香港股份的权利及押记
的转让。（中国大陆、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
荷兰、卢森堡）

为一家将私有化的中国多元化企业集团的6.1亿
美元有抵押票据发行担任票据代理人、抵押品
代理人及计算代理人。（香港、中国大陆）

为一家主要上市电讯集团的6亿美元5年期优先实
物支付切换票据的发行担任受托人、登记人及转
让代理人。（卢森堡、英国、波兰）

为一宗5亿美元的优先票据发行担任抵押品受托
人，票据在明讯结算系统/欧洲结算系统买卖，
发行目的为购买房地产。（中国大陆、卢森堡、
开曼群岛）

为一个主权国家价值2亿美元的3年期固定利率票
据发行担任财务代理人。（马尔代夫）

以精简的决策与高效 
的沟通方式及 

时响应客户需求

为一家矿业企业集团发行的价值4.13亿美元的
浮动利率票据担任抵押品代理人及共享抵押品
代理人，抵押品有现金、股份质押及房产。 
（美国、蒙古）

为一家矿业公司的4亿美元重组资金担任共同
抵押品代理人、票据受托人及抵押品受托人。 
（香港、蒙古）

为3.9亿美元的贷款融资担任抵押品代理人及融
资代理人，有关贷款融资是为了收购一家塑胶
制造公司而安排。（新加坡、中国大陆、开曼
群岛）

为一家敎育公司的收购资金的8.75亿美元所得款
担任票据受托人、债券受托人、抵押品代理人、
保管人及托管代理人。（瑞士）

为一家全球企业集团的为期两年的2.31亿美元期
权协议担任代理人、债券保管人及计算代理人。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
群岛）

为一家资源公司发行的价值1.46亿美元票据担任
受托人、主付款代理人及离岸抵押品代理人。（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

为一家手表公司约1.45亿美元的夹层贷款担任票
据受托人及抵押品代理人。（瑞士、英属维尔京
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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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及保管

为一笔10亿港元贷款的贷款代理人所存入的
10亿港元担任托管代理人。该笔款项存入托
管账户后于同日营业时间结束前转离胀户。 
（香港）

为一项3100万美元飞机再融资交易担任托管代
理人。我们为利益相关方提供适切的订制服务，
其中如同银行般的高效适时托管安排，例如实时
资金处理及指示确认，全部于一次结束交易的电
话会议期间进行。

为涉及一艘航海船舶买卖的和解协议担任托管
代理人。该托管代理人的任务包括与新加坡
海事及港务管理局联系，以及持有款项连同出
售船舶的相关文件原件。（新加坡、英国、 
印度）

担任贷方代名人及运算代理人，代表一家作为抵
押权人的中国银行，该抵押权人持有一家香港上
市公司价值30亿港元的股份。（香港）

为一笔3400万美元的印度尼西亚贷款融资及相关
认购及认沽期权、股份购买及保管安排，担任贷
款代理人及担保代理人。（印度尼西亚）

协助一位香港基金经理和台湾投资者在中国投
资于一项价值一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我
们促成了在新加坡成立两项单位信托，持有该 
项目的特殊目的公司的所有权。（香港、台湾、 
新加坡）

担任遗产管理人，管理、解决及分派一笔7百万
港元遗产的资产。（香港、日本、加拿大）

为一家大型中国发展商的离岸债券的重组担任 
债务偿还安排计划审裁员。（香港、中国大陆、 
开曼群岛）

为一笔3400万美元的印尼贷款融资及相关认购及
认沽期权、股份购买及保管安排，担任贷款代理
人及担保代理人。（印度尼西亚）

协助一位香港基金经理和台湾投资者在中国投资
于一项价值一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我们 
促成了在新加坡成立两项单位信托，持有该 
项目的特殊目的公司的所有权。（香港、台湾、
新加坡）

担任遗产管理人，管理、解决及分派一笔7百万
港元遗产的资产。（香港、日本、加拿大）

为一家大型中国发展商的离岸债券的重组担任 
债务偿还安排计划审裁员。（香港、中国大陆、 
开曼群岛）

作为受托人，我们将阿里巴巴的普通股转换为美
国存托证券，并管理了这些证券的出售过程, 价
值不超过4000万美元。（香港、美国）

受清盘中的开曼群岛基金的清盘人委任为保管
人，我们协助出售涉及一系列资产类别及多个亚
洲司法管辖区的证券的投资组合。（开曼群岛、
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

资产管理 为一项以上市印度尼西亚股份作担保的5200万
美元贷款担任贷款代理人、离岸担保受托人、在
岸担保代理人及保管人。在发生违约事件后，我
们受指示在市场强制执行及出售质押的证券，以
偿还未清偿的款项。（印度尼西亚）

受委任为一笔最高达1.75亿美元贷款融资的替
补贷款代理人及替补担保受托人，涉及的借款
人为一家船务业的新加坡上市公司。我们协助
有抵押的贷方处理一个精密的重组项目，当中
涉及将有抵押的船舶转让予一个特殊目的机构
的受托人架构，而该架构是特别为持有及营运
有关船舶而设立的。我们与有关船舶的技术及
商业经理紧密合作，以确保顺利过渡及运作。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担任一个新设立的批发投资信托的单位受托
人，在西班牙投资房地产，认购额超过5000万
欧元。我们负责该信托的整体行政管理及与投
资经理及其他服务提供者联系，以保障投资者
权益。（香港、西班牙）



卓佳集团 | 企业信托与融资服务     9

为由美国上市债券担保的2亿1千万美元票据担任
托管代理人及担保受托人。（香港、美国）

就来自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等多个亚洲
司法管辖区涉及一系列资产类别的证券，受
清盘中的开曼群岛基金的清盘人委任为保管人
及托管代理人。（开曼群岛、香港、新加坡、 
韩国、台湾）

为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的1.2亿美元担任托管
人，用以支付未偿还债务的义务。（菲律宾、
新加坡、开曼群岛）

为一项价值1.14亿美元含抵押、资产抵押及股份
等抵押品的银团贷款融通担任托管人及保管人。
（英国、中国大陆）

为一家矿业公司价值6800万美元的循环信贷担
任代理人及保管人。该信贷以现金账户抵押、
证券及股份质押作为担保。（印度尼西亚）

为价值5300万美元用于发展项目的有抵押贷
款担任代理人及保管人。（马来西亚、泰国、 
新加坡）

为再融资建筑业的现有设备及现有设施的一笔
4600万美元的优先有担保贷款融通担任代理人
及保管人。（卡塔尔）

为一家零售公司的多宗贸易相关交易担任托管
人。该公司在美国正处于第11章的规定下但仍在
亚洲进行买卖，期望透过以托管人进行卖方付款
而非使用信用证安排的方式重建业务持续营运。
（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香港）

为4.17亿美元关于一项多元化跨国业务的债务/
股权收购的融资交易担任托管人。（中国大陆、
香港） 

卓佳集团（卓佳）是亚洲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
提供综合的商务、企业、投资者、人力资源及薪
资管理、企业信托及债务服务。卓佳在客户业务
的任何阶段，由成立到上市，都能为客户奠定基
础、创优增值。

卓佳于 2000 年在香港成立，并通过收购国际知
名会计师行及其他领先专业机构的会计、公司
秘书、股份过户登记及相关服务奠定其行业地
位。作为领先的企业服务供应商，卓佳自成立
以来已取得了非凡增长。凭借逾2,600 名员工以
及覆盖 21 个国家/ 地区、47 个城市的庞大办事
处网络，卓佳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亚
洲地区。

卓佳的优势源自其深厚的行业经验、敬业的员工
团队、以信息技术驱动的流程、标准化的方法、
对于法律法规更新的持续关注，以及广泛的业界
关系网。卓佳致力帮助企业在亚洲发展潜能，并
协助您的公司在当今多样化和快速发展的监管环
境中更胜一筹。

卓佳集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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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核心服务

卓佳商务服务与客户携手，提升客户的竞
争力，并为客户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凭
借本公司在财务、会计、人力资源以及专
业咨询方面的全方位服务， 卓佳的专业
人员能提供切合客户特定需求的专业解决
方案。

我们的客户众多, 遍布不同行业及不同规模
的公司, 从中小型企业以至跨国公司。

卓佳是香港会计师公会 (HKICPA) 的授权
雇主、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 (CPAA) 的认
可雇主，以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ACCA) 的认可雇主。

• 商务咨询服务
•  会计及财务报告
•  税务服务
•  资金及支付管理
•  贸易服务
•  信托资产管理
•  基金管理
•  企业管治、风险管理及合规服务
•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卓佳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企业服务公
司，提供专业的企业管治、行政管理及秘
书服务。卓佳为不同类别的企业实体提供
服务，包括上市发行人、跨国企业、在香
港注册成立的公司、非政府组织、离岸公
司及不同架构的基金。

卓佳的专业人员对适用于企业及其他企业
实体的最新监管法规及规章制度有深刻理
解。我们设施齐备，可高效地处理客户的 
日常事务及特殊事项。

• 设立企业实体及业务
•  企业管治、合规及公司秘书服务
•  上市发行人的合规及具名公司 

秘书服务
•  信托及受信服务 ( 包括雇员股权激

励计划 )
•  基金秘书及合规服务
•  法律程序文件接收代理及受托代管

服务
•  尽职调查及企业档案合规检查服务
•  公司清盘、解散及结业服务
•  中国专属服务

商务服务 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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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的云端一体化人力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unify | HRS, 提供全面的技术和服务，致力
于应对企业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扩展时所
面临的人力资源挑战。

unify | HRS 人力资源服务配套能够满足客户
的各种需求，让客户只需通过一家供应商
的解决方案即可轻松拥有或订购、部署、
使用和维持智能化、移动化且一应俱全的
技术，以取得持久的成功。

荣获2018最佳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大奖多个奖项
◦ 最佳薪酬软件（金奖）- 香港
◦ 最佳薪酬外包合作伙伴（银奖）- 马来西亚 
◦ 最佳人力资源外判服务供应商（铜奖）- 马来西亚
◦ 最佳薪酬软件（铜奖）- 新加坡

• unify | PEOPLE（人力资源） 
一整套创新的內部预置及跨国采用的

 云端解决方案
•  unify | PROFESSIONAL（专业人才） 

由卓佳经验丰富的专业顾问团队提供
专业、合理且可行的建议

•  unify | PROCESS（专业流程） 
从初期输入到法定送审事宜，为客户
的薪资发放提供完整的外包解决方案

人力资源及
薪资管理服务卓佳投资者服务提供综合性一站式解决方

案，可用于解决各种证券登记及相关的企
业问题。

作为香港领先的股份过户登记商，卓佳为
香港交易所过半的上市发行人提供服务。
我们协助公司备存法定证券持有人登记 
册 、 执行企业行动以及管理股东 / 投资 
者关系、信息披露和企业管治合规事宜。

我们透过卓佳旗下于文莱、马来西亚及新
加坡的投资者服务以及环球证券服务联盟
的成员（主要业务位于澳大利亚、北美、
南非及英国），提供跨境服务。

• 首次公开招股 (IPO) / 新股发行
•  证券登记管理
•  企业行动
•  股东通讯 
•  会议管理及监票服务
•  投资者服务 — 自助服务门户网站
•  网站设计，创建及维护服务

投资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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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超过 50,000+ 家客户 
提供服务， 包括…



全球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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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太平洋集团办事处

香港
香港
皇后大道东183号
合和中心54楼
电话: (852) 2599 9500  
传真: (852) 2599 9501

北京
中国北京
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
办公楼23层0-2608
邮编：100020
电话: (86) 10 5925 4355

新加坡
2 Shenton Way, #11-01 
SGX Centre 1
Singapore 068804
电话: (65) 6506 9849
传真: (65) 6604 9721

请扫描浏览麦迪森太平洋的网址:  
www.madisonpac.com

其它卓佳集团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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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id.tricorglobal.com

爱尔兰
info@ie.tricorglobal.com

韩国
info@kr.tricorglobal.com

纳闽岛
info@my.tricorglobal.com

澳门
tricor@macau.ctm.net

中国内地
info@cn.tricorglobal.com

新加坡
info@sg.tricorglobal.com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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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联络人

Jonathan Hatch （霍仲仁）
执行董事
电话: (852) 2599 9588
传真: 1 (345) 938 3630
jhatch@madisonpac.com 

David Naphtali （蓝泰利）
执行董事
电话:  (852) 2599 9598
dnaphtali@madisonpac.com

阮慧珊
董事
电话: (65) 6604 9725
hyuen@madisonpac.com

英国
4th Floor
50 Mark Lane 
London, EC3R 7QR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020 3216 2000

开曼群岛
The Strathvale House
90 Nor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315, Georgetown
Grand Cayman, KY1-1003
Cayman Islands
电话: (1) 345 232 2220

卓佳集团总部

香港
香港九龙
观塘道348号
国际贸易中心15楼
电话: (852) 2980 1888 
传真: (852) 2861 0285 
info@hk.tricorglobal.com

请扫描浏览卓佳集团的网址:  
www.tricor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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