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信託
與融資服務

	 兼具專業性與獨立性的金融服務與企業服務

亞洲領先的業務拓展專家





麥迪森太平洋
介紹

卓佳集團 | 企業信託與融資服務     1

麥迪森太平洋是卓佳集團的成員。作為企業信託與融資服務的獨立提供商，
我們的服務涵蓋信託、代理，託管、保管，資產管理及出任董事服務，享譽
業界。

我們擅長常規的私募股權與對沖基金事務，亦深諳其在高收益貸款、特殊情
況或不良貸款的項目。我們經常參與俱樂部式及銀團式貸款、債務資本市場
交易等各種類別的債務交易；既活躍於新發起的交易，亦擔任既有交易的代
理人或受託人之繼任者。

麥迪森太平洋團隊配備資深的企業融資和法律專業人士，在新興市場的投
資、資產管理、架構設定和證券服務上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我們的
團隊致力於提供及時、實效的策略，亦應客戶所需、與客戶共同製訂並實施
創新的解決方案並滿足交易所在地的合規性要求。

麥迪森太平洋總部位於香港，並在新加坡、北京、開曼群島及倫敦設有辦事
處，協同卓佳的通達網絡，服務面覆蓋21個國家與地區的47個辦事處，我
們的客戶包括全球性銀行等金融機構，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國際、離
岸或本地的律師事務所和企業。作為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 (SWIFT) 的會
員，我們具備安全、高效的通信渠道，與金融界的其它會員進行現金及證券
交易。

麥迪森信託有限公司、Madison Pacific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及MPCSL 
Nominees Limited 獲公司註冊處批准持有牌照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
業務；有鑑於此，須對新客戶及現有客戶實施客戶盡職調查及記錄備存的措
施。而且，麥迪森信託有限公司是依據香港法例第29章《受託人條例》第
78（1）條所註冊的信託公司，受香港財政司及庫務署監管。Madison Pacific 
Pte. Limited 已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頒發信託營業執照。

亞洲首屈 
一指的獨立交易

專案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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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迪森太平洋
主要業務

• 在私人、歐洲結算系統、交易所上市債券
發行中，擔任債券受託人/代理人。

• 在雙邊貸款、銀團貸款或俱樂部貸款、私
募股權貸款交易中，擔任貸款代理人及/
或擔保受託人。

• 在違約債務交易中繼任貸款/代理人及/或
擔保受託人，因應貸方需求，協助強制執
行及投資收回。

• 在單位信託、擔保債務憑證以及專為航運
業或航空業而設的信託項下，擔任法人受
託人。

• 在重組後的債務償還安排信託計劃項下，
擔任信託管理人。

• 在本土擔保、離岸擔保項下，擔任擔保代
理人。

• 在融資項目中擔任主代理人、付款代理
人、登記人，管理整體交易。

• 在交易所上市債券項下擔任代理人，處理
上市債券所涉的各項事宜。 • 提供投資結構設定及投資管理的服務。

• 提供現有投資組合管理的服務。
• 提供出任臨時或長期的持牌負責人的服務。

信託與代理服務

資產管理服務

• 提供託管或保管安排，促成商業交易。
• 在買賣交易、合併收購、項目融資、清

算或接管變現的進程中，提供資產保管
服務。

• 提供託管或保管服務，持有現金、股份
 (無論是無紙化股票還是實物股票)、文件

及其它財產。

• 在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特殊目的載
體等架構中，提供出任獨立董事的服務。

• 在中國及其它地區的交易中，提供出任法
定代理人的服務。

• 提供擔任貸款人之名義董事的服務。
• 提供擔任債權人委員會代表的服務。

託管與保管服務

出任董事服務

• 提供會議服務與表決服務。
• 提供出任在香港、倫敦和新加坡接收法律

程序文件之代理人的服務。

輔助性服務



麥迪森太平洋
核心優勢

優越地理
聚焦新興市場的全球
化運營

卓有成效
以精簡的戰略決策確保
運作的順暢

快捷回應
急客戶之所急，以高效的溝
通方式，及時提供扼要的解
決方案

高度靈活
制訂並實施定制的解決方案
和因應客戶需求的定制報告

獨立特質
不受控於商業銀行，
亦與銀行並無關聯

經驗
無與倫比的投資和交
易經驗，以及內部法
律團隊

作為卓佳集團的成員，藉由卓佳的通達網絡，全球21個國家和地區的47
個辦事處的2,600名專業人員是麥迪森太平洋的後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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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受委託項目
自2010年年成立至今，麥迪森太平洋的客戶包括國際及本地銀行、主權財富基金、機構投資者、
對沖及私募基金、家族辦公室及受託人，應客戶所需擔任形形色色的職務，經手的交易額突破680 
億美元。

為全球最大的重組交易之一 (價值134億美元) 
擔任替補管理代理人和貸款代理人。我們的任
務包括與借款方和一群國際債權人與債券持有
人等利益相關方聯絡，併計算複雜的企業解決
方案的利息/本金還款、重組和資本重整費用
及對價，以及監督及管理這些款項的支付。  
（印度尼西亞）

為4.92億美元的重組、交換及現金收購要約擔任
管理和貸款代理人。（印度尼西亞）

受委任為一家中國房地產公司的2億美元有抵押
可交換債券的繼任受託人。（中國大陸）

特殊機會 為一家處於臨時清盤的開曼群島公司的債務償
還安排計劃擔任在岸抵押品代理人及持有期受
託人，該公司為一家上市中國太陽能公司的控
股公司。（開曼群島、美國、中國大陸）

擔任利海控股有限公司1.98億美元可轉換貸款 
融資的替補代理人和擔保受託人。我們協助實 
施經磋商達成的和解，包括在中國、開曼群島 
和香港解除擔保並授出以香港上市股份設定的 
抵押。為了促進和解進程，我們還擔任上市 
股份的保管人並與所有利益相關方及其顧問 
合作。利益相關方包括多家國際金融機構。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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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家印度企業集團發行的5400萬美元的違約企
業債券擔任替補受託人。強制執行程序已在英國
進行，債權人正在與一家新加坡關連公司的司法
管理人持續談判。我們的工作包括率先與國際債
券持有人商討，制定訴訟策略並監督其執行，以
及進行債務償還安排計劃的談判，務求達到加快
並儘量提高債券持有人的回收的目標。（印度、
新加坡、英國）

為一個西非項目已違約的一筆2.5億美元出口前
融資貸款擔任替補代理人和擔保代理人。作為
該項任命的一部分，我們負責強制執行擔保，在
成功抗辯一宗由尋求阻止出售的訴訟方提出的香
港法院訴訟後實施出售程序，出售兩家在西非項
目中具有控制性權益的公司的全部股份。 （塞拉 
利昂、英國、香港）

擔任澳大利亞一家礦業公司發行的2300萬澳元
的已違約票據的擔保受託人。隨著強制執行及
我們獲任命為接管人，我們協助進行違約票據
的受押出售及相關的交易，這導致解除接管人。  
（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

就5000萬美元的有抵押船運貸款擔任替補貸款代
理人及擔保受託人。（南韓）

為一筆向一家印度尼西亞船公司及其關連公司  作
出 的、以上市股份作抵押的5000萬美元經重組
貸款擔任繼任貸款代理人及在岸擔保代理人。 
（印度尼西亞，英屬維爾京群島）

為一家融資租賃公司一項價值9億美元、於盧森
堡股票市場交易的有抵押中期票據計劃擔任替
補登記人、付款代理人、過戶代理人及計算代
理人。到期後，該計劃將展期至2021年。
（英國、烏克蘭、盧森堡、開曼群島）

就3900萬美元的違約貸款交易擔任替補貸款代理
人及離岸擔保代理人。國際性強制執行和禁訴令
程序經已啟動。我們的角色涉及與毛里求斯、香
港、印度及英國律師密切合作以保存擔保品並開
展強制執行行動，磋商訴訟策略及以其他方式設
法保護及強制執行貸款方的權利。（印度、毛里
求斯、香港、英國）

為一家西非的全球製冷製造商及玻璃生產商的多
項債務融資、對沖協議及價值5.78億美元歐元票
據發行擔任替代抵押品受託人、票據受託人及
融資代理人。（尼日利亞、肯亞、荷蘭、英國、
羅馬尼亞、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亞）

為一家多元化跨國公司發行的5億美元10年期優
先有抵押票據擔任替代受託人。 （印度）

為一家礦業公司價值4.45億美元的貸款融資
擔 任 替 代 銀 行 融 資 代 理 人 、 共 同 抵 押 品 代
理 人 、 投 資 者 融 資 代 理 人 及 重 組 代 理 人 。 
（毛里求斯、南非）

作為價值3.75億美元的Privatbank資本重組過程
的一部份，受委任為替代受託人、受託人及抵
押品代理人。（烏克蘭）

為一家傳訊公司的收購融資的票據重組“剩餘”
票據擔任替代受託人。（印度、英國）

作為價值逾20億美元的商品公司整體重組(當中
包括貿易及對沖融資支援貸款)的一部份，受聘
擔任多項職務。（新加坡、英國、澳大利亞、
荷蘭）

在企業破產解決方案程序中受任命為發行人，並
作為受託人代表債券持有人與破產解決方案專業
人員磋商申索，以及磋商發起人與債券持有人之
間約2.62億美元的一次性和解要約。
（英國、印度、阿聯酋、德國、盧森堡）

為一家印度尼西亞能源公司將2.22億美元現有貸
款融資轉為20年期貸款融資的重組擔任替代融資
代理人及在岸及離岸抵押品代理人，我們並協助
一位投資者以信託結構方式向現行貸款人收購若
干債務。（印度尼西亞）



為一筆3400萬美元的印度尼西亞貸款融資及相
關認購及認沽期權、股份購買及保管安排，擔
任貸款代理人及擔保代理人。（印度尼西亞）

為中國物流資產控股有限公司就1億美元3年期
於歐洲結算系統上市的票據擔任受託人及擔保代
理人。（中國大陸）

就一筆5億美元涉及跨境的公司間貸款擔任離
岸擔保代理人，此為一項融資交易的一部份。
該擔保部分包含一家中國實體的質押設備。 
（中國大陸）

為1.5億美元有抵押可轉換債券擔任受託人、
擔保代理人、付款代理人、轉換代理人、債券登
記處及認股證登記處，該等債券可轉換為一家
在中國經營鋁產品的上市新加坡公司的股份。
（新加坡、中國大陸）

為在歐洲結算系統/明訊結算系統、新交所上市
的8億美元有抵押高收益票據的發行擔任抵押品
代理人及運算代理人。（日本、美國、菲律賓）

為2012年到期的2.5億美元零息可轉換債券的交
換要約擔任製表及交換代理人，並為因交換而
發行的新債券擔任受託人及代理人。（印度）

為給予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1.7億美元夾層貸款
擔任貸款代理人及擔保代理人。（中國大陸）

為一家開曼群島財務顧問公司發行的8500萬
美元以實物支付的票據擔任抵押品代理人。
（開曼群島）

擔任利息儲備賬戶的在岸貸款人及保管人，此
為一項融資交易的一部份，該交易涉及提供
6800萬美元離岸貸款給在中國運營豪華電影
院的中國集團公司。新的可變利益實體結構到
位，其中麥迪森太平洋的在岸貸款通過一項債
權人之間的契約與其中一項離岸貸款鏈接，以
此作為一個機制，在強制執行的情況下部分保
障離岸貸款人的利益。（中國大陸）

為澳大利亞上市公司Guildford Coal Limited發
行的1000萬美元可轉換債券及5500萬美元歐
洲結算系統上市可轉換票據擔任受託人及擔
保代理人。（澳大利亞）

為從事食品業的香港上市公司發行的3750萬
美元可轉換債券擔任擔保受託人。（香港）

為一項持有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價值
高達4000萬美元普通般的合作投資信託擔任
受託人。當禁售規定到期時，我們受指示將
信託中的普通股轉換為美國存託證券，隨後
出售那些已交由託管的證券。（香港）

為價值逾40億美元的有抵押票據擔任抵押品受
託人，發行該等票據的目的為收購價值逾50億
美元的香港最昂貴商業大廈。（香港）

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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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7000萬澳元的後償過渡性貸款擔任擔保代
理人。（澳大利亞）

為一家總部設在印度的藥物及生物技術公司的票
據發行擔任全球離岸擔保受託人。（印度）

為一宗逾17億美元的優先票據發行擔任票據受託
人，該票據發行是為了提供流動貸款作為一家礦
業及鋼公司的出口前融資。（烏克蘭、英國及歐
盟國家）

為一宗價值10億美元的10年期票據發行擔任抵
押品代理人，該票據發行是為在中國的項目提
供資金，設有中國外商獨資企業股份的質押、 
每個項目的資產的抵押、香港股份的權利及押記
的轉讓。（中國大陸、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
荷蘭、盧森堡）

為一家將私有化的中國多元化企業集團的6.1億
美元有抵押票據發行擔任票據代理人、抵押品
代理人及計算代理人。（香港、中國大陸）

為一家主要上市電訊集團的6億美元5年期優先實
物支付切換票據的發行擔任受託人、登記人及轉
讓代理人。（盧森堡、英國、波蘭）

為一宗5億美元的優先票據發行擔任抵押品受託
人，票據在明訊結算系統/歐洲結算系統買賣，
發行目的為購買房地產。（中國大陸、盧森堡、
開曼群島）

為一個主權國家價值2億美元的3年期固定利率票
據發行擔任財務代理人。（馬爾代夫）

以精簡的決策與高效 
的溝通方式及 

時響應客戶需求

為一家礦業企業集團發行的價值4.13億美元的
浮動利率票據擔任抵押品代理人及共享抵押品
代理人，抵押品有現金、股份質押及房產。 
（美國、蒙古）

為一家礦業公司的4億美元重組資金擔任共同
抵押品代理人、票據受託人及抵押品受託人。 
（香港、蒙古）

為3.9億美元的貸款融資擔任抵押品代理人及融
資代理人，有關貸款融資是為了收購一家塑膠
製造公司而安排。（新加坡、中國大陸、開曼
群島）

為一家敎育公司的收購資金的8.75億美元所得款
擔任票據受託人、債券受託人、抵押品代理人、
保管人及託管代理人。（瑞士）

為一家全球企業集團的為期兩年的2.31億美元期
權協議擔任代理人、債券保管人及計算代理人。
（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
群島）

為一家資源公司發行的價值1.46億美元票據擔任
受託人、主付款代理人及離岸抵押品代理人。 
（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

為一家手錶公司約1.45億美元的夾層貸款擔任票
據受託人及抵押品代理人。（瑞士、英屬維爾京
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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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及保管

為一筆10億港元貸款的貸款代理人所存入的
10億港元擔任託管代理人。該筆款項存入託
管賬戶後於同日營業時間結束前轉離脹戶。 
（香港）

為一項3100萬美元飛機再融資交易擔任託管代
理人。我們為利益相關方提供適切的訂製服務，
其中如同銀行般的高效適時託管安排，例如實時
資金處理及指示確認，全部於一次結束交易的電
話會議期間進行。

為涉及一艘航海船舶買賣的和解協議擔任託管
代理人。該託管代理人的任務包括與新加坡
海事及港務管理局聯繫，以及持有款項連同出
售船舶的相關文件原件。（新加坡、英國、 
印度）

擔任貸方代名人及運算代理人，代表一家作為抵
押權人的中國銀行，該抵押權人持有一家香港上
市公司價值30億港元的股份。（香港）

為一筆3400萬美元的印度尼西亞貸款融資及相關
認購及認沽期權、股份購買及保管安排，擔任貸
款代理人及擔保代理人。（印度尼西亞）

協助一位香港基金經理和台灣投資者在中國投資
於一項價值一億美元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我們促
成了在新加坡成立兩項單位信託，持有該
項目的特殊目的公司的所有權。（香港、台灣、
新加坡）

擔任遺產管理人，管理、解決及分派一筆7百萬
港元遺產的資產。（香港、日本、加拿大）

為一家大型中國發展商的離岸債券的重組擔任
債務償還安排計劃審裁員。（香港、中國大陸、
開曼群島）

為一筆3400萬美元的印尼貸款融資及相關認購及
認沽期權、股份購買及保管安排，擔任貸款代理
人及擔保代理人。（印度尼西亞）

協助一位香港基金經理和台灣投資者在中國投資
於一項價值一億美元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我們
促成了在新加坡成立兩項單位信託，持有該
項目的特殊目的公司的所有權。（香港、台灣、
新加坡）

擔任遺產管理人，管理、解決及分派一筆7百萬
港元遺產的資產。（香港、日本、加拿大）

為一家大型中國發展商的離岸債券的重組擔任
債務償還安排計劃審裁員。（香港、中國大陸、
開曼群島）

作為受託人，我們將阿里巴巴的普通股轉換為美
國存託證券，並管理了這些證券的出售過程, 價
值不超過4000萬美元。（香港、美國）

受清盤中的開曼群島基金的清盤人委任為保管
人，我們協助出售涉及一系列資產類別及多個亞
洲司法管轄區的證券的投資組合。（開曼群島、
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

資產管理 為一項以上市印度尼西亞股份作擔保的5200萬
美元貸款擔任貸款代理人、離岸擔保受託人、在
岸擔保代理人及保管人。在發生違約事件後，我
們受指示在市場強制執行及出售質押的證券，以
償還未清償的款項。（印度尼西亞）

受委任為一筆最高達1.75億美元貸款融資的替
補貸款代理人及替補擔保受託人，涉及的借款
人為一家船務業的新加坡上市公司。我們協助
有抵押的貸方處理一個精密的重組項目，當中
涉及將有抵押的船舶轉讓予一個特殊目的機構
的受託人架構，而該架構是特別為持有及營運
有關船舶而設立的。我們與有關船舶的技術及
商業經理緊密合作，以確保順利過渡及運作。 
（新加坡、印度尼西亞）

擔任一個新設立的批發投資信託的單位受託
人，在西班牙投資房地產，認購額超過5000萬
歐元。我們負責該信託的整體行政管理及與投
資經理及其他服務提供者聯繫，以保障投資者
權益。（香港、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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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美國上市債券擔保的2億1千萬美元票據擔任
託管代理人及擔保受託人。（香港、美國）

就來自香港、新加坡、台灣和韓國等多個亞洲
司法管轄區涉及一系列資產類別的證券，受
清盤中的開曼群島基金的清盤人委任為保管人
及託管代理人。（開曼群島、香港、新加坡、 
韓國、台灣）

為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的1.2億美元擔任託管
人，用以支付未償還債務的義務。（菲律賓、
新加坡、開曼群島）

為一項價值1.14億美元含抵押、資產抵押及股份
等抵押品的銀團貸款融通擔任託管人及保管人。
（英國、中國大陸）

為一家礦業公司價值6800萬美元的循環信貸擔
任代理人及保管人。該信貸以現金賬戶抵押、
證券及股份質押作為擔保。（印度尼西亞）

為價值5300萬美元用於發展項目的有抵押貸
款擔任代理人及保管人。（馬來西亞、泰國、 
新加坡）

為再融資建築業的現有設備及現有設施的一筆
4600萬美元的優先有擔保貸款融通擔任代理人
及保管人。（卡塔爾）

為一家零售公司的多宗貿易相關交易擔任託管
人。該公司在美國正處於第11章的規定下但仍在
亞洲進行買賣，期望透過以託管人進行賣方付款
而非使用信用證安排的方式重建業務持續營運。
（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香港）

為4.17億美元關於一項多元化跨國業務的債務/
股權收購的融資交易擔任託管人。（中國大陸、
香港） 

卓佳集團（卓佳）是亞洲領先的專業服務公司，
提供綜合的商務、企業、投資者、人力資源及薪
資管理、企業信託及債務服務。卓佳在客戶業務
的任何階段，由成立到上市，都能為客戶奠定基
礎、創優增值。

卓佳於 2000 年在香港成立，並通過收購國際知
名會計師行及其他領先專業機構的會計、公司
秘書、股份過戶登記及相關服務奠定其行業地
位。作為領先的企業服務供應商，卓佳自成立
以來已取得了非凡增長。憑藉逾2,600 名員工以
及覆蓋 21 個國家/ 地區、47 個城市的龐大辦事
處網絡，卓佳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亞
洲地區。

卓佳的優勢源自其深厚的行業經驗、敬業的員工
團隊、以信息技術驅動的流程、標準化的方法、
對於法律法規更新的持續關注，以及廣泛的業界
關係網。卓佳致力幫助企業在亞洲發展潛能，並
協助您的公司在當今多樣化和快速發展的監管環
境中更勝一籌。

卓佳集團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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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核心服务

卓佳商務服務與客戶攜手，提升客戶的競
爭力，並為客戶創造更多的商業價值。憑
藉本公司在財務、會計、人力資源以及專
業諮詢方面的全方位服務， 卓佳的專業
人員能提供切合客戶特定需求的專業解決
方案。

我們的客戶眾多, 遍布不同行業及不同規模
的公司, 從中小型企業以至跨國公司。

卓佳是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 的授權
雇主、澳大利亞會計師公會 (CPAA) 的認
可雇主，以及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 的認可雇主。

• 商務諮詢服務
• 會計及財務報告
• 稅務服務
• 資金及支付管理
• 貿易服務
• 信託資產管理
• 基金管理
• 企業管治、風險管理及合規服務
• 信息技術解決方案

卓佳是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企業服務公
司，提供專業的企業管治、行政管理及秘
書服務。卓佳為不同類別的企業實體提供
服務，包括上市發行人、跨國企業、在香
港註冊成立的公司、非政府組織、離岸公
司及不同架構的基金。

卓佳的專業人員對適用於企業及其他企業
實體的最新監管法規及規章制度有深刻理
解。我們設施齊備，可高效地處理客戶的 
日常事務及特殊事項。

• 設立企業實體及業務
• 企業管治、合規及公司秘書服務
• 上市發行人的合規及具名公司
 秘書服務
• 信託及受信服務 ( 包括僱員股權激

勵計劃 )
• 基金秘書及合規服務
• 法律程序文件接收代理及受託代管

服務
• 盡職調查及企業檔案合規檢查服務
• 公司清盤、解散及結業服務
• 中國專屬服務

商務服務 企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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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佳的雲端一體化人力資源管理解決方案, 
unify | HRS, 提供全面的技術和服務，致力
於應對企業在本地和全球範圍內擴展時所
面臨的人力資源挑戰。

unify | HRS 人力資源服務配套能夠滿足客戶
的各種需求，讓客戶只需通過一家供應商
的解決方案即可輕鬆擁有或訂購、部署、
使用和維持智能化、移動化且一應俱全的
技術，以取得持久的成功。

榮獲2018最佳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大獎多個獎項
◦ 最佳薪酬軟件（金獎）- 香港
◦ 最佳薪酬外包合作夥伴（銀獎）- 馬來西亞
◦ 最佳人力資源外判服務供應商（銅獎）- 馬來西亞
◦ 最佳薪酬軟件（銅獎）-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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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解决方案
•  unify | PROFESSIONAL（專業人才） 

由卓佳經驗豐富的專業顧問團隊提供
專業、合理且可行的建議

•  unify | PROCESS（專業流程） 
從初期輸入到法定送審事宜，為客戶
的薪資發放提供完整的外包解決方案

人力資源及
薪資管理服務卓佳投資者服務提供綜合性一站式解決方

案，可用於解決各種證券登記及相關的企
業問題。

作為香港領先的股份過戶登記商，卓佳為
香港交易所過半的上市發行人提供服務。
我們協助公司備存法定證券持有人登記
冊 、 執行企業行動以及管理股東 / 投資
者關係、信息披露和企業管治合規事宜。

我們透過卓佳旗下於文萊、馬來西亞及新
加坡的投資者服務以及環球證券服務聯盟
的成員（主要業務位於澳大利亞、北美、
南非及英國），提供跨境服務。

• 首次公開招股 (IPO) / 新股發行
• 證券登記管理
• 企業行動
• 股東通訊
• 會議管理及監票服務
• 投資者服務 — 自助服務門戶網站
• 網站設計，創建及維護服務

投資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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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超過 50,000+ 家客戶
提供服務， 包括…



全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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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迪森太平洋集團辦事處

香港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電話: (852) 2599 9500  
傳真: (852) 2599 9501

北京
中國北京
朝陽區朝外大街乙12號
辦公樓23層0-2608
郵編：100020
電話: (86) 10 5925 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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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掃描瀏覽麥迪森太平洋的網址:  
www.madisonpac.com

其它卓佳集團辦事處

澳大利亞
info@au.tricorglobal.com

巴巴多斯
info@bb.tricorglobal.com

英屬維爾京群島
info@bvi.tricorglobal.com

文萊
info@bn.tricorglobal.com

開曼群島
info@ky.tricorglobal.com

印度
info@in.tricorglobal.com

印度尼西亞
info@id.tricorglobal.com

愛爾蘭
info@ie.tricorglobal.com

韓國
info@kr.tricorglobal.com

納閩島
info@my.tricorglobal.com

澳門
tricor@macau.ctm.net

中國內地
info@cn.tricorglobal.com

新加坡
info@sg.tricorglobal.com

台北
info@tw.tricorglobal.com

泰國
info@th.tricorglobal.com

英國
info@uk.tricorglobal.com

美國
info@us.tricorglobal.com

越南
contact@vn.tricorglobal.com

主要联络人

Jonathan Hatch （霍仲仁）
執行董事
電話: (852) 2599 9588
傳真: 1 (345) 938 3630
jhatch@madisonpac.com 

David Naphtali （藍泰利）
執行董事
電話:  (852) 2599 9598
dnaphtali@madisonp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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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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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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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佳集團總部

香港
香港九龍
觀塘道348號
國際貿易中心15樓
電話: (852) 2980 1888 
傳真: (852) 2861 0285 
info@hk.tricorglobal.com

請掃描瀏覽卓佳集團的網址:  
www.tricor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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