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PACK

新加坡
您通往东南亚的门户
新加坡专业服务公司指南



新加坡专业服务公司指南是由新加坡律政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与新加坡律师

公会和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合作编制，旨在协助热衷于在新加坡投资的海外

公司开设业务。本指南包含一份专业服务公司的精选清单，其中包括法律、会

计、人力资源和企业秘书服务公司。本指南内也附加一份可供公司在新加坡开

始运营的办公房地产清单。截至  2021 年  11 月，所列信息准确无误。

如何使用本指南

1. 请参阅第  3 页
中的业务需求
概述。

2. 点击您需要的
业务需求。

3. 点击相关公司的
标识以查看有关
其服务产品的更
多信息。

4. 随时点击“返回
业务需求页面”
以返回第  3 页。

欲 获 取 更 多 有 关 在

新 加 坡 设 立 公 司 的

信 息 ， 请 使 用 微 信

扫 描 以 下 二 维 码 。

免责声明
本电子宣传手册仅供参考，不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新加坡律政部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在筹

备该手册期间就已给出提示，在此，再次声明：新加坡律政部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对该手

册中出现的信息错误、遗漏、信息用途不当以及其他后果概不负责。



#1 在新加坡开设业务
#2 在新加坡经营业务

#3 拓展至东南亚市场

业务需求

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和/或
申请就业准证

聘请本地人才

管理知识产权

税务咨询及相关服务

寻找办公设施/工业区

处理私人财产事务、
税务、信托（转移）

聘请簿记和/或法定备案
服务

聘请审计和鉴证服务

聘请专项会计服务

聘请争议解决服务

聘请项目融资服务

在东南亚收购公司

进入东南亚市场的跨境
咨询服务

在东南亚设立新公司



#1.1
FOZL（福智霖）

Allen & Gledhill LLP
（艾伦格禧律师事务所）

Oliver Quek & Associates
（立德法律事务所）

Wilberforce TJC Law Corporation
（伟博富郑心仁律师事务室）

Bayfront Law LLC
（滨海律师事务所）

DL Law Corporation
（DL 律师事务所）

InCorp Global
（彦德企业集团）

SBA Stone Forest（中瀚石林）SIG Tax & Accounting
（新加坡鸿信会计

（税务）师事务所）

在新加坡开设业务

在新加坡设立
公司和/或申请
就业准证

公司注册和企业秘书公司

提供公司注册、开设银行账户、申请就业准证等服务

律师事务所 - 公司监管和许可

提供合同拟定、监管制度和许可证咨询等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1.2
在新加坡开设业务

聘请本地人才 Braddell Brothers LLP
（百理德兄弟律师事务所）

Oon & Bazul LLP
（天佐律师事务所）

Robert Wang & Woo LLP
（王吴法律事务所）

Tito Issac & Co LLP
（泰拓伊萨克律师事务所（有限合伙））

Clasis LLC
（卡氏律师事务所）

Exodus Law Corporation
（出埃及记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 雇佣问题      

提供劳工法咨询及雇佣合同拟定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ACHIEVE Group EPS Consultants
（EPS 人力服务公司）

Talentvis（达人威）

人力资源公司

提供人才招聘、薪资外包等服务



#1.3
在新加坡开设业务

管理知识产权 Alpha & Omega Law Corporation
（阿拉法与俄梅戛律师事务所）

Lee & Lee
（李及李律师馆）

OTP Law Corporation Yusarn Audrey
（新加坡山黛丽律师事务所）

Goodwins Law Corporation
（义胜律师事务所）

Donaldson & Burkinshaw LLP
（敦升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提供专利、外观设计和商标注册、数据保护和技术、传媒和电信事务等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争议解决的信息，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www.ipos.gov.sg/manage-ip/resolve-ip-disputes
 
各项专利加速计划可为专利申请人加快其在新加坡和海外市场的专利授予过程。
请在以下网址参阅相关计划信息：
https://www.ipos.gov.sg/about-ip/patents/how-to-register/acceleration-programmes

有关在新加坡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信息（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等），
请通过以下网址参阅相关指南、通告和信息：
https://www.ipos.gov.sg/manage-ip



#1.4
Taxise Asia LLC

(WTS Taxise)

Assurance Partners LLP
（新加坡诚信审计事务所）

Kreston Ardent CAtrust PAC
（恩诚会计事务所）

HLB Atrede LLP
（HLB 浩信傲立有限责任

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Entrust Public Accounting Corporation

Withers KhattarWong LLP
（卫达仕凯德律师事务所）

在新加坡开设业务

税务咨询及
相关服务

律师事务所

为公司和国际税务、印花税、财产税提供税务筹划和咨询等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税务架构和转让定价等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Wong & Leow LLC

CA.sg PAC
（信.新加坡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PKF-CAP LLP



#1.5
在新加坡开设业务

寻找办公
设施/工业区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联合办公和服务式办公室
如果您的公司刚成立，需要的空间较小或更喜欢灵活的
工作环境，您可以考虑联合办公和服务式办公室。这类
办公空间通常提供从公用办公桌到虚拟办公室和全楼层
服务式办公室的工作空间解决方案。

Bridge+（奕桥） KLOUD

The Great Room

商业办公楼
如果您更喜欢高档办公空间，可以考虑主要位于新加坡中
央商务区 (CBD) 的甲级高层写字楼。CBD 是新加坡的核
心金融和商业枢纽，包括市中心核心区、滨海南区和莱佛
士广场。一座座摩天大楼矗立于此，一些最负盛名的公司
都在这里设有办公室。

CapitaLand（凯德集团） Keppel Land（吉宝置业）

Mapletree（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SoilBuild（速美集团）

LHN GroupCapitaLand（凯德集团）

商务园区
除了中央商务区 (CBD)，您还可以考虑商务园区。这里不
仅是成本更低的选择，也有来自不同行业业者所组成的生
态体系。例如，纬壹科技城 (one-north) 是一个占地 200 
公顷的开发项目，涵盖了生物医学服务、信息通信技术以
及工程行业等关键增长领域。

工业区
工业区有两大类：

B1 工业区: B1 工业区是轻工业地产，适用于从事轻工业生
产活动的企业。 

B2 工业区: B2 工业区适用于从事重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
由于重工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噪音和/或空气污
染，B2 工业区通常位于远离居民区的地方。

SoilBuild（速美集团）

CapitaLand（凯德集团） LHN Group

Mapletree（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1.6
在新加坡开设业务

处理私人财产
事务、税务、
信托（转移）

Adsan Law LLC
（安晟律师事务所）

Shenton Law Practice LLC
（申顿律师事务所）

Wong Alliance LLP
（王盟律师事务所）

BMS Law LLC
（BMS 律师事务所）

Hin Tat Augustine & Partners
（兴达奥歌史盯法律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针对私人财产事务、个人资产转移、遗产规划、信托管理、设立家族办公室提供
咨询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2.1
在新加坡经营业务

聘请簿记和/或
法定备案服务

Stamford Assurance PAC

OA Assurance PAC
（翱亚鉴证公众会计公司）

CA.sg PAC
（信.新加坡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Entrust Public Accounting Corporation

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簿记、财务报表编制、法定备案等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Precursor Assurance PAC
（毕捷信）

Pinebridge LLP
（松桥会计事务所）

Robin Chia PAC
（谢罗宾公共会计公司）



#2.2
在新加坡经营业务

聘请审计和
鉴证服务

Foo Kon Tan LLP
（胡官陈）

Reliance Audit LLP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SCS Global PAC
（惠师惠会计事务所）

McMillan Woods Partners (S) PAC
（长青(新加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

提供法定审计、审查和鉴证等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Precursor Assurance PAC
（毕捷信）



#2.3
在新加坡经营业务

聘请专项会计
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企业风险管理、可持续发展报告、财务法证咨询等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Reliance Audit LLP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Robin Chia PAC
（谢罗宾公共会计公司）

Fiducia LLP（信任）

Stamford Assurance PAC



#2.4
在新加坡经营业务

聘请争议解决
服务

Focus Law Asia LLC

Millennium Law LLC PDLegal LLC
（PD 法律律师事务所）

K&L Gates Straits Law LLC
（高盖茨海峡律师事务所）

法律 - 争议解决服务

具有处理各类争议解决（如诉讼、仲裁和调解）经验的律师事务所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2.5

Asia Practice LLC
（新亚律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

Templars Law LLC
（腾达法律社所）

Virtus Law LLP
（维德律师所）

Fuzet Farid Singapore LLC
（傅势律师团事务所）

在新加坡经营业务

聘请项目融资
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估值和企业融资咨询服务

律师事务所

提供项目融资咨询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HLB Atrede LLP
（HLB 浩信傲立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KK Lim & Co
（林国权会计公司）

Kreston Ardent CAtrust PAC
（恩诚会计事务所）

PKF-CAP LLPFiducia LLP（信任）



#3.1
拓展至东南亚市场

在东南亚收购
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估值、财务尽职调查服务

律师事务所

提供法律尽职调查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Aquinas Law Alliance 
LLP

（亚汇达律师事务所）

Quahe Woo & Palmer 
LLC

（柯吴律师事务所）

Rajah & Tann Singapore
LLP

（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

WongPartnership
LLP

（王律师事务所）

SCS Global PAC
（惠师惠会计事务所）

OA Assurance PAC
（翱亚鉴证公众会计公司）

Assurance Partners LLP
（新加坡诚信审计事务所）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3.2
CNPLaw LLP

（CNPLaw 律师事务所）
Covenant Chambers LLC

（信约律师事务所）

拓展至东南亚市场

进入东南亚市场
的跨境咨询服务

律师事务所

提供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Harry Elias Partnership LLP
（依莱雅斯律师事务所）

Loo & Partners LLP
（吕俊昭法律事务所）

Prolegis LLC
（博杰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关于公司结构和管辖区域、跨境投资和交易、税务筹划以及公司法定合规性的咨询服务

KK Lim & Co
（林国权会计公司）

Pinebridge LLP
（松桥会计事务所）

Foo Kon Tan LLP
（胡官陈）

McMillan Woods
Partners (S) PAC

（长青（新加坡）会计师事务所）



服务种类 公司名称 马来西亚
印度

尼西亚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菲律宾 文莱 老挝 缅甸 东帝汶

法律 Adsan Law LLC（安晟律师事务所）

Allen & Gledhill LLP
（艾伦格禧律师事务所）

Alpha & Omega Law Corporation 
(阿拉法与俄梅戛律师事务所）

Aquinas Law Alliance LLP
（亚汇达律师事务所）

Asia Practice LLC
（新亚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Bayfront Law LLC
（滨海律师事务所）

BMS Law LLC（BMS 律师事务所）

Braddell Brothers LLP
（百理德兄弟律师事务所）

Clasis LLC（卡氏律师事务所）

CNPLaw LLP（CNPLaw 律师事务所）

Covenant Chambers LLC
（信约律师事务所）

DL Law Corporation
（DL 律师事务所）

Donaldson & Burkinshaw LLP
（敦升律师事务所）

Exodus Law Corporation
（出埃及记事务所）

#3.3
拓展至东南亚市场

在东南亚
设立
新公司

第 1 部分（共 4 部分）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1 2 3 4#3.3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指的是新加坡公司秘书服务、法律
和会计事务所与之建立工作关系的
东南亚当地合作伙伴，可以更好地
满足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

分公司/分所

指的是公司秘书服务、法律和会计
事务所设立的分支机构，直接针对
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提供服务。



服务种类 公司名称 马来西亚
印度

尼西亚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菲律宾 文莱 老挝 缅甸 东帝汶

法律 Focus Law Asia LLC

Fuzet Farid Singapore LLC
（傅势律师团事务所）

Goodwins Law Corporation
（义胜律师事务所）

Harry Elias Partnership LLP
（依莱雅斯律师事务所）

Hin Tat Augustine & Partners
（兴达奥歌史盯法律事务所）

K&L Gates Straits Law LLC
（高盖茨海峡律师事务所）

Lee & Lee（李及李律师馆）

Loo & Partners LLP
（吕俊昭法律事务所）

Millennium Law LLC

Oliver Quek & Associates
（立德法律事务所）

Oon & Bazul LLP 
（天佐律师事务所）

OTP Law Corporation

PDLegal LLC
（PD 法律律师事务所）

Prolegis LLC（博杰律师事务所）

Quahe Woo & Palmer LLC
（柯吴律师事务所）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第 2 部分（共 4 部分）

1 2 3 4#3.3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指的是新加坡公司秘书服务、法律
和会计事务所与之建立工作关系的
东南亚当地合作伙伴，可以更好地
满足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

分公司/分所

指的是公司秘书服务、法律和会计
事务所设立的分支机构，直接针对
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提供服务。



服务种类 公司名称 马来西亚
印度

尼西亚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菲律宾 文莱 老挝 缅甸 东帝汶

法律 Rajah & Tann Singapore LLP
（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

Robert Wang & Woo LLP
（王吴法律事务所）

Shenton Law Practice LLC
（申顿律师事务所）

Taxise Asia LLC (WTS Taxise)  

Templars Law LLC（腾达法律社）

Tito Isaac & Co LLP（泰拓伊萨克
律师事务所（有限合伙））

Virtus Law LLP（维德律师所）

Wee Swee Teow LLP
（黄瑞朝律师事务所）

Wilberforce TJC Law Corporation
（伟博富郑心仁律师事务室）

Withers KhattarWong LLP 
（卫达仕凯德律师事务所）

Wong Alliance LLP
（王盟律师事务所）

Wong & Leow LLC

WongPartnership LLP
（王律师事务所）  

Yusarn Audrey
（新加坡山黛丽律师事务所）   

会计 Assurance Partners LLP
（新加坡诚信审计事务所）

CA.sg PAC
（信.新加坡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第 3 部分（共 4 部分）

1 2 3 4#3.3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指的是新加坡公司秘书服务、法律
和会计事务所与之建立工作关系的
东南亚当地合作伙伴，可以更好地
满足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

分公司/分所

指的是公司秘书服务、法律和会计
事务所设立的分支机构，直接针对
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提供服务。



服务种类 公司名称 马来西亚
印度

尼西亚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菲律宾 文莱 老挝 缅甸 东帝汶

会计 Entrust Public Accounting 
Corporation

Fiducia LLP（信任）

Foo Kon Tan LLP（胡官陈）

HLB Atrede LLP 
（HLB 浩信傲立有限责任合伙制
会计师事务所）

KK Lim & Co（林国权会计公司）

Kreston Ardent CAtrust PAC
（恩诚会计事务所）

McMillan Woods Partners (S) PAC
（长青（新加坡）会计师事务所）

OA Assurance PAC
（翱亚鉴证公众会计公司）

Pinebridge LLP（松桥会计事务所）

PKF-CAP LLP

Precursor Assurance PAC（毕捷信）   

Reliance Audit LLP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Robin Chia PAC
（谢罗宾公共会计公司）     

SCS Global PAC
（惠师惠会计事务所）

Stamford Assurance PAC

公司秘书
服务

InCorp Global（彦德企业集团）

SBA Stone Forest（中瀚石林）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第 4 部分（共 4 部分）

1 2 3 4#3.3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指的是新加坡公司秘书服务、法律
和会计事务所与之建立工作关系的
东南亚当地合作伙伴，可以更好地
满足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

分公司/分所

指的是公司秘书服务、法律和会计
事务所设立的分支机构，直接针对
客户在东南亚市场的需求提供服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FOZL（福智霖）

联系人：
Felinka（周璠）

电子邮件地址：
felinka@fozl.sg

公司网站：
https://www.fozl.sg/en/

微信二维码：

福智霖 (FOZL) 是新加坡一家一站式企业服务提供商。该公司提供全方位的企业服务，包括公司注册、秘书服
务、工作准证申请、薪酬管理、会计、税务申报、审计鉴证、营业执照申请、商标注册、企业咨询以及家族办
公室设立服务。

服务范围：

• 公司注册
• 开设银行账户
• 提供代理董事人选
• 秘书与合规服务
• 工作准证与家属准证申请
• 移民咨询
• 会计与税务服务
• 商业咨询
• 审计服务
• 人力资源与薪酬管理
• 市场研究与可行性研究
• 政府奖励申请，即国际总部计划 (IHQ)、 

全球贸易商计划 (GTP) 

主要亮点：

• 福智霖 (FOZL) 已协助中国众多的国有企业、上
市公司、大型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在新加坡设
立公司并开展业务。福智霖 (FOZL) 还协助这些
企业将其经营活动拓展至东南亚其他国家/地区

该公司可在以下东南亚国家/地区提供 
经营方面的服务：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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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 Global（彦德企业集团）

联系人：
Eric Chin（錢庆霖）

电子邮件地址：
eric@incorp.asia

公司网站：

英文版
www.incorp.asia
中文版
https://incorpadvisory.cn/

微信二维码：

彦德企业集团 (InCorp Global) 是一家领先的企业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印度、香港、
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七个地区都具备稳健的区域性影响力。该集团为 12,000 多家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
客户提供服务，包括资产和基金经纪以及设立家族办公室。

团队由众多专业认证的特许会计师、公司秘书、银行业者和税务顾问组成，专门提供企业注册、商标、营业执
照、秘书与合规、股份登记、外包、会计、税务、移民、商业咨询、风险担保以及企业复苏等方面的服务。

服务范围：

• 公司注册
• 开设银行账户
• 提供代理董事人选
• 秘书与合规服务
• 工作准证与家属准证申请
• 移民咨询
• 会计与税务服务
• 商业咨询
• 股份登记

主要亮点：

• 协助一家专门从事钢铁产品制造和贸易的大
型国有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

• 帮助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持牌资产管理公司
将其业务拓展至新加坡，并完成资本结构的
设置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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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Stone Forest（中瀚石林）

联系人：
Tan Lee Lee（陈荔荔）

电子邮件地址：
tanleelee@sbasf.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stoneforest.
com.sg/sbasf

微信二维码：

中瀚石林 (SBA Stone Forest) 是新加坡石林集团在华全资子公司。石林集团成立于 1985 年，是新加坡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之外最大的会计及商业咨询集团。中瀚石林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苏州、深圳、成都，杭州以及
香港都设有分公司。

20 多年来，中瀚石林的理念是协助企业全球化发展，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也帮助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
机构。

作为国际会计事务所协会 Allinial Global 的重要成员，中瀚石林在全球 85 个国家及地区拥有 592 个办事处，
可以全方位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同时，该公司与其联盟所将联合在中国超过  60 
个办公室一起为所有客户提供服务。

服务范围：

• 公司注册
• 提供代理董事人选
• 秘书与合规服务
• 工作准证与家属准证申请
• 移民咨询
• 会计与商业咨询

主要亮点：

• 帮助一家中国公司在国内直接完成境外投资  
(ODI) 备案，并助其在新加坡设立公司

• 协助一家公司在越南成立贸易公司，并为其提
供会计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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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 Tax & Accounting（新加坡鸿信会计（税务）师事务所）

联系人：
Sheena Guan（关欣欣）

电子邮件地址：
Sheena@sigsg.com

公司网站：
http://www.sigsg.com/

微信二维码：

新加坡鸿信会计（税务）师事务所 (SIG Tax & Accounting) 是新加坡领先的咨询集团，致力于为国际企业在中
国和东南亚的双向投资构建桥梁。这家事务所已经营多年，服务专业，经验丰富，并且拥有自己的客户服务团
队。其宗旨是以最佳的价格，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最优质的服务。

服务范围：

• 公司注册
• 秘书与合规服务
• 会计与税务服务
• 开设银行账户
• 提供代理董事人选
• 工作准证与家属准证申请
• 永久居民申请
• 全球投资者计划
• 家族办公室
• 商标注册
• 公证服务（所有国家/地区）

主要亮点：

• 协助元气森林 (Genki Forest) 和艾华陀生物科
技公司 (Agrigada) 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同时提
供会计及税务服务，并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经
营活动提供支持

该公司可在以下东南亚国家/地区提供 
经营方面的服务：

• 新加坡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
• 泰国
•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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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Group

联系人：
Joshua Yim 

电子邮件地址：
Joshua.Yim@
achievegroup.asia

公司网站：
https://achievegroup.asia/

微信二维码：

ACHIEVE Group 屡获殊荣，是亚太区企业集团、跨国公司和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公司
在 1990 年于新加坡开设总部，并在马来西亚设有分公司。该公司提供一整套完备的员工配置解决方案，从而
为任何规模的企业在长期或短期的人员需求提供支持。ACHIEVE Group 与多家新加坡本地和国际企业建立强而
有力的联盟关系，得到商界与求职者的广泛认可，是备受信赖的品牌。

服务范围：

• 长期雇员招聘
 - 业务人员配置
 - 专才招聘
 - 高管猎头服务
• 合约制员工配置
 - 短期合约工
 - 季节性雇工
• 商业托管服务
 - 招聘流程外包
 - 业务流程外包
 - 薪酬发放外包
 - 再就业配置咨询

主要亮点：

• 经营了 30 多年，ACHIEVE 是一家拥有 ISO 
9001 认证的招聘企业。为超过 40,000 名求职
者在各个行业中谋得工作机会。公司作为一家
广受信赖的品牌，经常受邀在各主要媒体发表
见解，口碑良好，摘得工商业界的多项殊荣

• 值得信赖的品牌，广受企业认可
• 拥有广泛与深入的专业知识
• 能提供久经考验的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该公司可在以下东南亚国家/地区提供 
经营方面的服务：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专项行业：

• 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 银行与金融业
• 专业服务
• 电子晶片制造业
• 快消品与物流供应链
• 地产建筑环境工程
• 制药与医疗保健
• 能源化工
• 重型工程与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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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 Consultants（EPS 人力服务公司）

联系人：
Kitty Tan（陈启敏） 

电子邮件地址：
Kitty.tan@eps.com.sg

customer@eps.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eps.com.sg/

EPS 人力服务公司 (EPS Consultants) 是一家领先的招聘与人事服务公司。其总部位于新加坡，目前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日本这五个国家设有十个分公司。

此外，该公司还提供员工派遣、合同工配置以及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业务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其联营公司 EPS 
Computer Systems Pte Ltd 同样也是市场中的佼佼者，可为在亚太地区运营的众多大型国际公司输送 IT 和科
技人才。

服务范围：

• 招聘与员工配置
• 高管猎才服务
• 合同工配置
• 员工派遣
• 人力资源外包
• 猎头服务
•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 薪酬外包
• 远程员工配置

主要客户：

• 曾为 IT、科技、社交媒体、电信、制造业、电
子商务、金融服务、保险与银行、物流与运输、
医疗保健和制药等行业的公司均提供服务

该公司可在以下东南亚国家/地区提供 
经营方面的服务：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泰国
• 越南

专项行业：

• 电子产品
• 能源与化工
• 医疗保健与生物制药
• 信息与通信技术
• 物流与供应链
• 制造业
• 制药业
• 银行与金融
• 保险业
• 电信
• 电子商务
• 社交媒体
• 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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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vis（达人威）

联系人：
Ben Chew（周永昇） 

电子邮件地址：
benchew@talentvis.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talentvis.com/

微信二维码：

达人威 (Talentvis) 是新加坡一家领先的招聘机构，并不断在整个亚太地区增设分公司。该公司提供的专业招聘
服务涵盖十多个行业。

服务范围：

• 长期雇员聘用
• 临时工/合同工配置
• 高管猎才服务
•  人力资源外包解决方

案
• 薪酬外包解决方案
• 薪酬托管
• 工作准证申请

主要客户：

• 徐工集团 (XCMG) 
• 中国太平 (China Taiping) 
• 中天科技 (ZTT) 
• 小米 (Xiaomi) 
• 远景智能 (Envision Digital) 
• 伊利 (Yili Group) 

该公司可在以下东南亚国家/地区提供 
经营方面的服务：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泰国
• 越南

专项行业：

• 农业科技
• 创意产业
• 电子产品
• 能源与化工
• 食品生产
• 餐饮服务
• 医疗保健与生物制药
• 信息与通信技术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海事与近海工程
• 精密工程
• 专业服务
• 零售业
• 海上运输
• 批发贸易
• 城市解决方案与后勤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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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Janet Choo

电子邮件地址：
janet.choo@capitaland.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capitaland.
com/sites/bridgeplus/sg/
index.html

微信二维码：

奕桥 (Bridge+) 是凯德集团 (CapitaLand) 灵活办公解决方案和社区平台。除了提供精心设计的装潢、功能性强的
办公室、商务会议室和活动会场，让用户体验到领包入住的高效益工作环境外， 每个不同的奕桥 (Bridge+) 办公
地点都会有其独特的“部落”群体。 打造“部落”群体的主要活动包括了精心的内容策划、为“部落”的开发
提供所需的服务支援、和链接凯德集团 (CapitaLand) 内的其他商务网络。

位于新加坡的场地：

• 奕桥 (Bridge+)，位
于新加坡科学园的 
Ascent 大楼里

• 奕桥 (Bridge+)，位
于丹戎巴葛区罗敏
申路 79 号

主要客户：

奕桥 (Bridge+) 充满活力的生态圈里汇聚了众多稳健发展的企业，包括：
• 大华银行 (UOB) 旗下的 Finlab
• 安盛保险 (AXA Insurance) 旗下的 REV
• 虾皮 (Shopee) 
• 复星蜂巢资本管理公司 (Fosun Hive Capital Management) 
• Outstanding Game
• Spring Gate Capital

Bridge+（奕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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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Fiona Ang（洪俪琼）

电子邮件地址：
fiona.ang@kloudsco.com

公司网站：
https://kloudsco.com/

微信二维码：

位于新加坡的场地：

• KLOUD 吉宝湾大厦
 港湾大道 1 号
 吉宝湾大厦第 13 层
 新加坡邮区 098632

主要客户：

• 金融服务、科技、快消品、商业服务等行业内迅速发
展的知名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

K L O U D

KLOUD 是吉宝置业 (Keppel Land) 推出的新一代服务式共享办公室，搭载先进智能科技，能满足各类企业对灵活空间
解决方案的需求。通过 KLOUD，吉宝置业能够满足现有租户的额外空间需求，并孵化新的增长业务。

KLOUD 多样化及灵活高效的办公空间，可满足不同需求的用户。所有用户均可访问 KLOUD 的社区活动和共享设施，以
支持所有会议和活动需求。 除了通过物理空间为用户提供支持之外，KLOUD 还可提供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完善服
务，从而创造更好的工作体验。

目前，新加坡、胡志明市、雅加达和仰光的繁华商业区均设有 KLOUD 服务式共享办公室。

KLOUD 不仅仅是办公空间，更是工作、生活和交流的理想之选。

• KLOUD 大东方中心
 必麒麟街 1 号
 大东方中心第 8 层
 新加坡邮区 04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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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Chew Wan Qian 
（周婉倩）

电子邮件地址：
wanqian@thegreatroom.
com

公司网站：
https://thegreatroom.co/

The Great Room 拥有优质的客户服务搭配奢华的共享工作空间，让客户体验活跃的办公社群，同时也提供多
元化的会员福利，提升员工的工作生活品质。

The Great Room

位于新加坡的场地：

• The Great Room，位于乔治街一号
• The Great Room，位于盛年大厦
• The Great Room，位于义安城

• The Great Room，位于莱佛士名店廊
• The Great Room，位于亚非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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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and（凯德集团）

联系人：
Gerald Lo（卢咏聪）

电子邮件地址：
Gerald.lo@capitaland.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capitaland.
com/sg/en.html

微信二维码：

凯德集团 (CapitaLand) 是亚洲最大型的多元化房地产集团之一，管理资产约 1,377 亿新元。

集团业务遍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 240 多个城市，以新加坡、中国和印度为其核心市场。

商业办公楼：

•  最大的中央商业区办公楼业主

•  其优质的甲级商业办公楼坐落

在市中心及中部地区战略位置

• 将传统的固定办公室与弹性

办公空间，如共享办公室和

会议设施等相结合，充分体

现“未来办公室”模式

•  办公楼内设有行程终点设施及

空中花园等

商务和科学园区：

（樟宜商业园、 国际商业园、 新加坡科学园、纬壹
科技城）

• 适合参与高科技、研发、创新、高附加值及知识

密集型活动的企业

• 促进协作及伙伴关系的商业生态系统
• 设有多种设施、綠意盎然的校园式环境

• 全年举办适于商业和社交的社区活动

• 智慧城市联合创新实验室平台项目 (Smart Urban 
Co-Innovation Lab)，让企业能在 5G 等通讯网络
覆盖的环境下，共同发掘、开发、演示及应用智慧
城市相关技术和方案

• 适于研发、实验室和商务使用的简装或精装办公单

位供选择
• 入驻客户包括：虾皮 (Shopee)、戴森 (Dyson)、

强生  (Johnson & Johnson)、医疗科技公司 
(Acumen Diagnostics)、量子技术公司 (SpeQtral)
、星展银行 (DBS Bank)、华为 (Huawei) 等

工业区：

• 广泛的工业区选项，适合轻工
业、一般及特殊产业

• 坐落于市区边缘的黄金地段；

邻近主要交通枢纽和生活配套

设施完善的成熟市镇区
• 具有大型及常规标准平面楼层

面积，可实现最高效率的空间

规划和设计

• 室内净高达7米
• 配有天花板、灯饰、空调和地

排去水管装置的单位供选择

• 具高效的建筑规格、现代化的

建筑设计和安全门禁系统的优
质厂房供选择

• 租户包括: 伯乐公司 (Bio-Rad 
Laboratories)、电子制造公司 
( Ve n t u r e ) 、 施 耐 德 电 气 
(Schneider Electric) 等

百得利路 6 号ONE@樟宜城，樟宜商业园UB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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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pel Land（吉宝置业）

吉宝置业 (Keppel Land) 是新加坡旗舰跨国公司吉宝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吉宝企业致力为可持续城镇化提供解
决方案，重点关注能源与环境、城市发展、互联互通和资产管理领域。

吉宝置业提供创新且多样化的城市空间解决方案，赋能个人和群体充盈、美好的生活。吉宝置业的优质业务组
合包括屡获殊荣的住宅开发项目、投资级商业地产项目和综合城镇项目。吉宝置业的业务遍布亚洲各地，以中
国、新加坡和越南为重点市场，同时继续在印度和印尼等其他市场扩大业务规模。

位于新加坡的海洋金融中心以及吉宝湾大厦的办公空间由吉宝置业负责管理。吉宝置业目前也正在对吉宝中心
进行重建。

联系人：
Sia Chin Chin（谢晶晶）

电子邮件地址：
chinchin.sia@keppelland.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keppelland.
com/

微信二维码：

位于新加坡的场地：

• 海洋金融中心（位于莱佛士坊）
• 吉宝湾大厦（位于港湾）
• 吉宝大厦（位于丹戎巴葛区）

主要客户：

• 可口可乐 (Coca Cola)
• 澳新银行 (ANZ)
• 携程集团 (Trip.com Group)
• 远景智能 (Envision Digital)
• 先正达 (Syngenta)

吉宝中心吉宝湾大厦海洋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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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N Group

LHN Group 是一家房地产管理服务集团，已在新加坡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在东南亚地区和中国提供综合房
地产管理和服务。

LHN Group 在新加坡拥有约 28 处商业和工业区。其中一些由该集团拥有、经营和管理。

联系人：
Veronica Goh

电子邮件地址：
Veronica.goh@
lhngroup.com.sg

公司网站：
http://www.lhngroup.
com/

新加坡境内地产概观：

工业区

• Spaze，位于加冷巴鲁 202 号
• 宏茂桥工业区 2 路 38 号
• 新工业路 18 号
• 文烈台 34 号
• Tuas Vista，位于大士南 2 街 2 号
• 得宝巷 21-25 号

商业空间

• 吉宝 1557，位于吉宝路 1557 号
• 雷布恩公园 10 号
• 柏格礼大道 45 号
• WestWay，位于西海岸公路 27 号

主要客户：

• GEA Singapore • Redmart • 麦格思维特 (Maximator) • Ninj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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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letree（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联系人：

商业办公楼
Jermine Loh（罗佳敏）

工业区 
Chng Siok Khim（荘淑琴）

电子邮件地址：
jermine.loh@mapletree.
com.sg

skchng@mapletree.com.
sg

公司网站：
www.mapletree.com.sg

微信二维码：

商业办公楼：

• 位于南部濒水地区（港湾区和亚历山大区）以及中央
商务区的战略位置

• 为全球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提供卓越的优
质空间解决方案，以巩固其在新加坡的业务运营

• 由丰树商业信托 (Mapletree Commercial Trust) 管理
的旗舰商业园和办公开发项目——丰树商业城是一座
综合商业中心，设有环保且人性化的设备、商业设施
和娱乐配套，提供精心设计的兼顾“工作和休闲”的
环境

• 入驻客户：政府机构；科技、制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
的顶尖跨国公司和中小型企业

工业区：

• 丰树工业信托 (Mapletree Industrial Trust) 在新加
坡拥有 86 处物业，其中包括数据中心、高科技建
筑、商业园区建筑、多层厂房、堆叠式/坡道式建筑
以及轻工业建筑

• 均位于规模成熟的工业区和商业园区的战略位置，
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且靠近住宅区

• 入驻客户：信息通信、半导体和电子制造等领域的
公司

甘榜乌美30A 加冷坊丰树商业城港湾大厦 1 座与 2 座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Mapletree) 是一家领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资本和物业管理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Mapletree) 拥有并管理价值高达 663 亿新元的办公、零售、
物流、工业、数据中心、住宅和住宿产业。该集团管理着四只已在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 和
六只私募股权房地产基金，并在全球 13 个市场持有不同的资产组合，其中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大
中华地区（中国内地、香港）、欧洲、印度、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英国、美国和越南。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Mapletree) 在开发国际认可且屡获殊荣的房地产解决方案方面有着骄人业绩。

*更新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Soilbuild（速美集团）

速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Soilbuild Group Holdings Ltd) 是一家领先的综合性地产集团，拥有超过 45 年的经验。
在住宅和工商业地产的建造、开发和管理方面有着骄人业绩，其项目屡获殊荣，其中就包括多个具备建设局绿
色建筑标志白金奖等级的建筑。

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多个专为跨国公司和中小型企业量身打造的工商业项目。速美集团 (Soilbuild) 凭
借其在设计、建造和开发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够满足这些实业家和各企业的不同需求，包括提供现成的设施以
及量身定制的开发方案。速美集团 (Soilbuild) 拥有本身的设施管理团队。目前管理着 500 多万平方英尺的工商
业空间，并着重于提供优质服务和打造良好的工作社区。

联系人：
Lim Cheng Hwa（林真华）

电子邮件地址：
lim.chenghwa@soilbuild.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soilbuild.com/
landingpage/default.html

微信二维码：

新加坡境内地产概观：

商业园区/高规格商业空间

• Solaris，位于纬壹科技城 (one-
north)/大成/加冷 164 号*

• Eightrium 
（位于樟宜商业园）

• Trion*（位于加冷交叉路）

*建设局绿色建筑标志白金奖等级

工业区

• West Spring （位于大士）
• West Park BizCentral 

（位于先驱弯）

主要客户：

• 育碧 (Ubisoft)
• 天维信通 (China Broadband)
• 台达电子 

 (Delta Electronics Int’l)
• 金斯瑞生物科技 (Genscript)

West Park BizCentralWest SpringSolaris，位于加冷 164 号Solaris，位于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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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ance Partners LLP（新加坡诚信审计事务所）

新加坡诚信审计事务所 (Assurance Partners LLP) 是一家特许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涵盖会计
和审计合规服务、财务管理、企业组建、税务和转让定价规划以及企业并购。该事务所协助客户更好地专注于
发展自身核心业务的运营和开发。

公司曾为本地和国际不同行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客户群体提供管理服务。该公司是 PrimeGlobal 的
成员企业。PrimeGlobal 是世界上五大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协会之一，由来自 80 多个国家/地区的大约 300 家
成功且独立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组成。

联系人：
Cliff Goh（吴玉麟）

电子邮件地址：
cliff.goh@
assurancepartners.sg

公司网站：
https://assurancepartners.
sg/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缅甸

服务范围：

• 法定审计及内部审计
• 家族办公室与商业信托
• 公司组建（境内公司与离岸公司）以及结构

化咨询
• 就业和工作准证申请
• 税务筹划（包括转让定价）
• 业务重组（包括并购）
• 业务流程外包（包括会计工作与人力资源 

职能）

主要亮点：

• 在会计和企业监管局 (ACRA) 注册备案的代理
机构，可提供综合业务解决方案，能够帮助
企业实现目标、遵守法律等

• 可协助设立家族办公室并遵循相关机构的监
管要求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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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g PAC（信.新加坡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信.新加坡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CA.sg PAC) 是一家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的专业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信.新加坡是国
际会计和法律咨询集团的独立成员，同时也是 OneSMP LLP 的创始合伙人（OneSMP 有限责任合伙制中小事务
所为聚焦于东南亚地区的业务合作平台）。信.新加坡与有适当资质的专业合作伙伴在区域和国际领域开展战略
合作，使客户能够直接对接广泛的专业服务网络。新加坡以其友好的商业环境和稳定的经济状况而得到广泛认
可，也为那些将业务拓展至新加坡，以及以新加坡作为踏板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扩张和投资业务的国际客户提
供便利支持。

联系人：
Jason Lee（李春盛）

电子邮件地址：
jason@ca.sg

公司网站：
https://www.ca.sg/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服务范围：

• 新公司注册、法定公司秘书服务及其他合规服务

• 财务管理和报告，包括定期会计以及财务报表编制

• 财务报表审计

• 薪酬服务

• 所得税服务

• 消费税服务

主要亮点：

信.新加坡曾经为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的荣誉审计

师，任期为 10 年，直至 2017 年。该公司在会计、鉴

证和税务服务方面也曾为其他知名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包括：

• 中国电信（新加坡）有限公司 (China Telecom  
(Singapore) Pte Ltd) 

• 中石化润滑油（新加坡）有限公司  (Sinopec 
Lubricant (Singapore) Pte Ltd)

• 中兴新加坡有限公司 (ZTE Singapore Pte Ltd) 
• Graceland Industry Pte Ltd
• 中国银联新加坡分行 (China Unionpay Singapore 

Branch)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老挝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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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ust Public Accounting Corporation

Entrust Public Accounting Corporation 为新加坡的众多企业提供鉴证、咨询、会计、税务、公司秘书服务和
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等专业服务。

该公司本着灵活性和专业精神处理工作，其旨在为不同规模和行业的客户提供高度定制化的服务。

联系人：
Linda Low（琳达）

电子邮件地址：
linda@entrust.sg

公司网站：
https://www.entrust.sg/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泰国

缅甸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专项审计
• 商业咨询
• 企业复苏
• 企业估值
• 尽职调查
• 税务服务
• 业务外包
• 公司秘书服务
• 公司注册

主要亮点：

• 具备审计不同司法管辖区的集团架构方面的
经验

• 具有协助外国公司在新加坡开展经营活动的
经验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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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ucia LLP（信任）

信任 (Fiducia LLP) 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事务所是 Integra International 的成员。Integra 
International 是全球最大的 15 家会计师事务所协会，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拥有业务合作伙伴。他们提供全方位
的商业建议和专业知识，以满足各种企业和个人的需求。

联系人：
Wayne Soo（苏汉荣）

电子邮件地址：
wayne.fiduciallp@gmail.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fiducia-llp.
com/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公司财务与交易咨询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企业与簿记服务
• 转让定价
• 企业风险咨询
• IT 与网络安全咨询
• 数字化转型
• 可持续发展报告咨询
• 财务法证咨询

主要亮点：

• 曾为进入新加坡市场的中国客户（科技、建
筑和工程领域）提供审计和税务咨询服务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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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 Kon Tan LLP（胡官陈）

胡官陈 (Foo Kon Tan LLP) 是新加坡一家规模成熟且备受赞誉的会计事务所。该原公司成立于 1968 年，原名
为 Foo, Kon & Tan。多年来，充满活力且鼓舞人心的领导团队对公司架构进行了变革，旨在为客户提供全面的
一站式业务和咨询解决方案。如今，该公司以 “Foo Kon Tan LLP” 的品牌名称，联合其联营公司为客户提供
全方位的鉴证、税务和咨询服务。

联系人：
Toh Kim Teck（卓金德）

电子邮件地址：
kimteck.toh@
fookontan.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fookontan.
com/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缅甸

服务范围：

• 法定及监管审计
• 资本市场服务
• 企业估值
• 企业并购
• 资金筹集
• 企业复苏及重组
• 法务会计及调查
• 关于税收优惠及免税期的咨询
• 本地和国际公司及个人税务筹划
• IT 咨询

主要亮点：

• 曾与业务伙伴联手协作，将一家拥有跨境股
东的生物技术公司转移进入新加坡资本市场

• 协助一家外国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在东南亚设
立公司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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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B Atrede LLP（浩信傲立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HLB 浩信傲立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HLB Atrede LLP) 成立于 2001 年，是 HLB 浩信国际成员之一。HLB 
浩信国际是一个由独立专业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商业顾问组成的全球网络。

在当今飞速变化的快节奏经济环境中，能够快速掌握资讯并以灵敏的反应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遇变得尤为重
要。该公司提供无缝渠道，能够满足客户的各种业务需求。

其对服务质量和卓越表现的承诺是帮助客户实现跨境发展的驱动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审计和鉴证、税务以及
广泛的咨询服务。 联系人：

Braven Tan（陈锦辉）

电子邮件地址：
braven@hlbatrede.com

公司网站：
http://www.hlbatrede.
com/

微信二维码：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转让定价
• 首次公开募股，企业与交易咨询
• 交易服务与财务外包
• 工资单管理与人力资源外包
• 内部审计
• 尽职调查
• 公司秘书服务

主要亮点：

• 为新交所上市公司实施内部审计
• 承办跨国公司所主办的关于物流服务行业消

费税课题的研讨会
•  协助准备上市的客户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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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Lim & Co（林国权会计公司）

林国权会计公司 (KK Lim & Co) 由林国权 (Lim Kok Khuang) 于 1980 年创立，公司目前有两位合伙人。他们致
力于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日本、印度、阿联酋、爱尔兰、英国、瑞士、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客户提供高端优质服务。

该公司在处理本地和国际税务问题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其与税务律师展开合作，为高净值人士/家庭提供税
务、信托和遗产规划方面的建议，从而帮助客户积累财富，使财富世代相传。

联系人：
Lim Kok Khuang（林国权）

电子邮件地址：
kklimnco@singnet.com.sg

公司网站：
https://kklimnco.sg/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泰国

缅甸

服务范围：

• 市场咨询
• 公司组建
• 公司秘书服务
• 会计与簿记
• 资产与负债估值
• 审计和鉴证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转让定价
• 重组与清算
• 公司财务与交易咨询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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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ston Ardent CAtrust PAC（恩诚会计事务所）

恩诚会计事务所 (Kreston Ardent CAtrust PAC) 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无论业务的性质或规模如何，
事务所以客户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在保持其优质的服务质量的同时，恪守其以诚信和专业为本的价值观。该
事务所立志成为让客户和员工都引以为豪的诚信和专业事务所。

恩诚会计事务所 (Kreston Ardent CAtrust) 是 Kreston Global 的成员之一。Kreston Global 是一个全球排名前 
13 的国际会计事务所联盟，在 120 多个国家/地区的 170 家会计师事务所拥有 22,000 名专业人士。该事务所
与其他成员之间展开密切合作，旨在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

联系人：
Chua Soo Rui（蔡姝芮）

电子邮件地址：
soorui.chua@krestonaca.
com.sg

公司网站：
www.krestonaca.com.sg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代理业务 - 会计记账、薪酬计算和财务报告

编制
• 风险评估 - 内部审计、企业风险管理、可持

续发展报告和公司管理咨询
• 企业清算重组与破产
• 商业咨询 - 估值、财务尽职调查、交易合约

咨询
• IT 解决方案
• 公司注册
• 公司秘书服务

主要亮点：

• 熟悉涉及东南亚及中国的子公司的集团审计业务
• 精通中文
• 拥有 Kreston Global 在东南亚和中国各地成

员提供的支持
• 在审计、税务和其他商业咨询相关的服务领

域，拥有多年与本地、海外管理团队以及专
业人士合作的经验

缅甸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McMillan Woods Partners (S) PAC（长青（新加坡）会计师事务所）

长青（新加坡）会计师事务所 (McMillan Woods Partners (Singapore) PAC, McM) 是一家由叶志华 (Steven Yit) 
先生执掌的注册会计公司。其愿景是不断攀登新的高峰，采纳“商业思维”，以迎接未知和全球性的挑战。

McM 是 McMillan Woods Global 的独立成员公司，而后者是一家发展极为迅速的会计和商业咨询网络。借助此
网络，其来自新加坡和周边地区不同行业的客户都可以接触到来自全球各商业领域的优秀领导者。

联系人：
Steven Yit（叶志华）

电子邮件地址：
steven@
mcmillanwoodspac.com

公司网站：
https://mcmillanwoodspac.
com/

微信二维码：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会计咨询
• 公司财务与交易咨询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业务恢复与破产
• 企业与簿记服务
• 国际业务

主要亮点：

• 凭借其全球网络和经验丰富的专家等资源，
该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和解决方案可根据特定
的业务需求进行量身定制

• 其客户群体中包括但不限于快速增长的科技
初创企业、由机构投资者（即私募股权投资
和风险投资）所支持的中小型企业、在国外
证券交易所（即香港交易所、印度尼西亚证
券交易所等）上市的知名公司的子公司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文莱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OA Assurance PAC（翱亚鉴证公众会计公司）

翱亚鉴证公众会计公司 (OA Assurance PAC) 在新加坡拥有超过 20 年的行业经验。其事务负责人都具备专业
资质。他们也是一些政府机构预先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小组成员。该公司是新加坡第一家获得新加坡资
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IMDA) 认证的数据保护信任标记的会计师事务所。

该公司的企业价值观分别是进取、专业、诚信和以客户为尊。该公司深知企业运营所面临的挑战，也实行透明
定价。他们致力于协助客户顺利落户新加坡，帮助企业保持合规性和竞争力。

联系人：
Alan Chang（郑志雄）

电子邮件地址：
alan.chang@oa-assurance.
com

公司网站：
www.oa-assurance.com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服务范围：

• 设立公司 - 工商注册和银行开户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公司、个人税务以及消费税合

规性服务
• 会计入账 - 设置会计系统，会计入账外包和编制

财务报告
• 人力资源 - 工作准证申请与薪酬管理外包
• 审计和鉴证 - 法定审计与专项审计
• 公司秘书 - 工商年检合规性服务
• 商业咨询 - 企业估值与财务尽职调查
• 内部流程咨询 - 数字化转型咨询

主要亮点：

• 沟通能力 - 精通中文及常用方言
• 专业经验 - 借助广泛的服务产品和一站式解决方

案，为众多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服务
• 业务拓展 - 在新加坡拥有强大的资源网络，可为

企业的扩张计划贡献力量
• 良好业绩 - 可应要求提供客户对翱亚的服务评价

• 数据保护 - 符合《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 要
求，拥有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IMDA) 认
证资格，遵守个人资料保护法和尊重客户资料私
密性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Pinebridge LLP（松桥会计事务所）

松桥会计事务所 (Pinebridge LLP) 是一家于 1996 年在新加坡成立的规模成熟的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提供
审计和鉴证服务。该事务所的联营公司，松桥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Pinebridge Tax Services Pte Ltd)，则提供税
务和咨询服务。凭借其技术实力、积极服务于客户的态度以及契合市场需求的能力，该公司能够为企业提供增
值服务。

该事务所是 TAG Alliances 的新加坡成员企业。TAG Alliances 是一个由独立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全球性联盟，
在 70 多个国家/地区拥有 120 多家成员事务所。

联系人：
Eddie Lee（李志谦）

电子邮件地址：
eddie.lee@pinebridgellp.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pinebridgellp.
com/

微信二维码：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企业与簿记服务
• 家族办公室设立和咨询服务
• 企业估值服务

主要亮点：

• 曾为中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开展审计 
工作

• 曾为在其新加坡注册实体下进行投资的中国
公司提供会计和税务服务

• 曾协助中国公司成立新加坡投资控股公司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PKF-CAP LLP

PKF-CAP LLP 是新加坡一家领先的会计和商业咨询公司。公司团队由专业人士组成，汇集了自身丰富的经验，
能够针对客户的业务需求设计和提供最佳的实用解决方案。

PKF 是由一群独立公司组成的全球网络。这些公司在竞争激烈、复杂监管业务和环境中，忠于行业热忱，并
通过与团队协作为客户提供清晰、高质量且有诚信的服务。该网络的成员公司遍布  440 个城市，经营范围覆
盖 5 大洲的  150 个国家/地区，专为各自市场中的国际和国内组织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会计、税务和商业咨
询服务。

PKF-CAP LLP 是 PKF International 独立公司网络的新加坡成员企业。他们与客户并肩协作，参与新加坡市场
的活动，随时准备识别并满足客户的需求，并提供始终如一的高质量服务。

联系人：
Lee Eng Kian（李永坚）

电子邮件地址：
engkian.lee@pkf.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pkfsingapore.
com/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缅甸 老挝

文莱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税务咨询
• 财务咨询
• 企业和商业服务
• 技术咨询

主要亮点：

•  曾为金融科技、电子制造、软件开发、物流、
医疗器械、医疗保健、设施管理和食品生产
等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Precursor Assurance PAC（毕捷信）

毕捷信 (Precursor Assurance PAC) 是一家屡获殊荣的专业服务公司，客户数量超过 700 家，其中许多是来自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以下是该公司的核心资质，并使其成为众多知名组织的首选合作伙伴：

• 因其在人才发展方面卓越的业务表现而获得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的新加坡素质等级 - 人才认可。

• 在新加坡会计奖评奖期间，连续三年获得最佳实践和创新卓越奖。

• 因为不断重新定义和转变其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方式，被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评为会计行业转型的领导者。
联系人：
Jessica Liew（刘页铃）

电子邮件地址：
clients@precursor.com.
sg

公司网站：
https://www.precursor.
com.sg/en/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缅甸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企业与簿记服务
• 公司财务与交易咨询
• 资金管理合规
• 转让定价
• 数字化转型与咨询

主要亮点：

• 曾协助携程 (C-Trip) 在新加坡和海外的子公
司实施审计和鉴证事务

• 曾协助科兴 (Sinovac) 处理其新加坡分公司及
区域扩张的合规事宜

• 曾为博彦科技 (Beyondsoft) 旗下的所有新加
坡分公司提供协助，在审计、税务以及企业
服务和咨询等方面提供全面的服务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Reliance Audit LLP（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Reliance Audit LLP) 于 1998 年成立，是一家极具扩张潜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合伙人共有
五位，共拥有超过一个世纪的行业经验，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会计、审计、税务和其他金融相关服务。

其客户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涉及采矿业、工程和建筑以及金融技术等行业。

联系人：
Keith Ng（黄和杰）

电子邮件地址：
keithng@relianceaudit.
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relianceaudit.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企业复苏与破产
• 诉 讼 支 持 （ 包 括 在 法 庭 诉 讼 中 担 任 专 家 

证人）
• 法务会计咨询
• 首次公开募股 (IPO) 准备与咨询工作
• 财务尽职调查
• 税务咨询与合规

主要亮点：

• 在监管机构进行的最新一轮审计质量审查中
以毫无问题的最佳成绩通过审查

• 曾在一场涉案价值数千万新元的诉讼中担任
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的专家证人

• 曾为一家新加坡公司提供首次公开募股准备
与咨询服务，估值达 8 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Robin Chia PAC（谢罗宾公共会计公司）

谢罗宾公司 (Robin Chia & Co.) 于 1999 年成立，随后于 2016 年更名为谢罗宾注册会计公司 (Robin Chia PAC)。
该公司隶属于 GMN International 网络，目前有两名董事和三位职员。

该公司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他们与客户密切合作，提供贴心的个性化服务，全面了解其业务和所面临
的特殊问题，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提高客户的经营效率和绩效。

公司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包括审计、会计、信息与技术、公司财务和财务规划、税务筹划和合规以及破产服务。
联系人：
Chia Chiew Meng Robin 
（谢秋明博士）

电子邮件地址：
robin@rccmgroup.com

公司网站：
http://rccmgroup.com/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税务筹划与合规
• 会计与消费税服务
• 公司秘书服务
• 有关欺诈、调查和破产事务的服务
• 公司财务和财务规划
• 财务鉴证咨询
• 薪酬、人力资源和会计解决方案
• 信息技术

主要亮点：

• 曾为 NCS 集团提供项目专项审计服务
• 为新加坡人民协会提供内部审计服务以审

查内部管控、政策合规、规则和法规的遵
守情况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SCS Global PAC（惠师惠会计事务所）

惠师惠会计事务所 (SCS Global PAC) 是一家拥有广泛国际网络的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所参与的国际网络遍
及超过 17 个国家/地区，致力于共同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实现其业务目标。 

该事务所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旨在为客户和整个社会提供价值。他们在鉴证、税务、并购和公司财务等方面都
具备本土而又国际化的专业知识。

联系人：
Yvonne Au（黄玲娜）

电子邮件地址：
Yvonne_au@
scsglobalaudit.com.sg

公司网站：
http://www.scsinvictus.
com/

微信二维码：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会计、财务报告和公司支持服务
• 商业咨询和顾问
• 公司财务与交易咨询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量身定制的内部培训

主要亮点：

• 为跨国公司提供优质服务的良好记录
• 其公司和合作伙伴网络公司覆盖地域广泛，

能够提供全面支持
• 客户可以直接与合伙人和客户经理接洽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缅甸

越南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Stamford Assurance PAC

Stamford Assurance PAC 于 2013 年在新加坡成立（其前身为 VPS Corporate Advisory Services Pte Ltd）。
自此之后，高级合伙人 Chinnu Palanivelu 博士凭借其在法定委员会、政府关联公司、贸易、制造、建筑和房地
产开发、专业服务提供商、食品和饮料、慈善机构等许多机构和行业中丰富的专业审计经验，成立了 Stamford 
Assurance PAC，并将其发展为一家成熟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该公司成立的基本目标是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
求以及不断提高的专业服务标准。

联系人：
Chinnu Palanivelu

电子邮件地址：
chinnu@
stamfordassurance.com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服务范围：

• 审计和鉴证
• 公司财务与交易咨询
• 税务咨询与合规
• 企业与簿记服务
• 市场咨询
• 转让定价
• 内部流程咨询

主要亮点：

• 在 2019 年荣获 Legacy International and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颁发的中小
型事务所类别下的“最佳事务所公司”奖；
在 2020 年荣获由新加坡国防部授予的“全
面防卫奖”

• 以诚信为本、提供高质量和一站式服务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Adsan Law LLC（安晟律师事务所）

安晟律师事务所 (Adsan Law LLC) 于 1987 年成立，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该律所于 1987 年在
上海设立了代表办事处。 

安晟律师事务所 (Adsan Law LLC) 在亚洲拥有庞大的服务网络，同时也是 LAWorld 的会员。LAWorld 是一个
服务遍及 43 个国家/地区的国际网络，在 100 个城市中拥有超过 1,350 名律师。这些国家/地区包括澳大利亚、
巴西、加拿大、智利、印度、以色列、马来西亚、缅甸、俄罗斯、南非、阿联酋、英国、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
家/地区。

联系人：
Adrian Peh（白南泉）

电子邮件地址：
adrianpeh@adsanlaw.com

公司网站：
https://adsanlaw.com/

微信二维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缅甸

业务领域：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资产追回与破产
• 银行、金融与金融技术
• 数据保护与网络安全
• 家庭法
• 知识产权与技术
• 企业并购
• 房地产

主要亮点：

• 曾为客户提供设立家族办公室和涉及多代受
益人的信托安排相关的咨询服务

• 曾代表香港一家公司开展业务，主要利用在
线上平台进行的业务，以促进在不同司法管
辖区之间分拆的所有权股份、商品和服务的
交易活动

• 曾为国际支付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与新加坡支
付服务相关法律和监管问题的咨询服务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Allen & Gledhill LLP（艾伦格禧律师事务所）

艾伦格禧律师事务所 (Allen & Gledhill LLP) 是一家屡获殊荣且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顶级律所。该律所一直被誉为
新加坡的市场领导者，其律所许多合伙人也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艾伦格禧律师事务所  (Allen & Gledhill 
LLP) 在新加坡、缅甸和越南设有分所，在马来西亚设有联营律所 (Rahmat Lim & Partners)，在印度尼西亚也有
合作律所 (Soemadipradja & Taher)。艾伦格禧律师事务所 (Allen & Gledhill LLP) 在其区域网络中拥有 650 多
名律师，是东南亚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联系人：
Huang Xuhua（黄绪华）

电子邮件地址：
huang.xuhua@
allenandgledhill.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allenandgledhill.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银行与金融
• 资本市场
• 企业房地产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雇佣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企业并购与私募股权
• 私人财富与税务
• 重组与破产

主要亮点：

• 曾作为 Grab Holdings Inc 的交易法律顾问，
就其收购优步技术公司 (Uber Technologies 
Inc) 在东南亚的业务和资产提供服务，让 
Grab 持有 27.5% 的股份

• 担 任 纳 峰 科 技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Nanofil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交易
法律顾问，协助其在新交所达成 5.101 亿新元
的首次公开募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缅甸

越南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Alpha & Omega Law Corporation（阿拉法与俄梅戛律师事务所）

阿拉法与俄梅戛律师事务所 (Alpha & Omega Law Corporation) 于 2003 年成立，是一家从事知识产权 (IP) 和
商业法领域的律所。该律所帮助个人、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跨国公司、公共部门和慈善机构利用其知识产
权来实现当下和长期的业务目标。除了与客户携手打造强大的知识产权策略，帮助企业获得指数级增长和利润
之外，该律所还在新加坡和世界各地承接针对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服务，还可按照企业的要求拟定各类
商业合同。

联系人：
Renee Xavier

电子邮件地址：
rxavier@
alphaandomega.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
alphaandomega.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雇佣问题
• 企业事务
• 刑法
• 欺诈和金融犯罪
• 诉讼和争议解决管理
• 私人客户咨询
• 公证人和宣誓公证人

主要亮点：

• 至今完成总计 4,500 件国际知识产权注册
• 至今为总计 600 笔商业交易提供咨询及准备

相关文件
• 曾协助客户定期处理其雇佣合同和人力资源

政策
• 能够通过其注册的外国律师处理菲律宾法律

相关事宜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Aquinas Law Alliance LLP（亚汇达律师事务所）

亚汇达律师事务所 (Aquinas Law Alliance LLP) 拥有一支由 18 名律师组成的团队，其中包括两名中国执业律
师。该律所借鉴了其联合管理合伙人 Aloysius Wee 的经验。他曾是 Dacheng Wong Alliance LLP 的管理合伙
人，该律所是新加坡第一家中新合资律师事务所，合作的中方律所为大成律师事务所。该律所还帮助其客户适
应和了解新加坡、印度和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商业文化。

联系人：
Aloysius Wee（黄明成）

电子邮件地址：
aloysius.wee@
aquinaslaw.sg

公司网站：
https://www.aquinaslaw.
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企业并购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投资与筹资
• 银行与金融
• 金融与支付服务监管
• 私人客户与信托
• 企业金融/资本市场
• 房地产与产权投资
• 电信、传媒和科技

主要亮点：

• 曾作为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在新加坡设立的运
输业务合资公司的法律代表

• 曾作为一家中国公司的法律代表，为该公司
收购新加坡一家从事农事和农业业务的公司
提供支持

• 曾作为一家中国航空公司的法律代表，为该
公司对奥地利一家公司提出价值 1.5 亿美元的
仲裁索赔提供支持

• 曾为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在中国、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商标组合提
供咨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文莱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Asia Practice LLC（新亚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新亚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Asia Practice LLC)（简称“新亚律所 (Asia Practice)”）总部位于新加坡，
是一家以企业事务和金融为工作重心的律师事务所，在企业事务、监管与合规以及银行交易方面拥有丰富的专
业知识。

新亚律所 (Asia Practice) 为企业（包括初创企业）提供从架构和咨询（包括监管咨询）到并购的全方位企业支
持服务。

作为多家国内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顾问，新亚律所 (Asia Practice) 为各种融资交易提供咨询服务，涵盖船舶和
飞机、贸易和商品、项目和离岸资产以及房地产等。

联系人：
Lee Chien Herr（李权和）

电子邮件地址：
clee@asiapractice.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asiapractice.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企业并购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银行与金融

主要亮点：

• 曾作为瑞士信贷银行 (Credit Suisse)、马来亚
银行 (Maybank)、盘谷银行 (Bangkok Bank) 
和中国多家银行（如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中国开发银行 (China Development Bank)
、中国建设银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Hang Seng 
Bank (China) Limited)、中国进出口银行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等）以及工银
租赁 (ICBC Leasing) 和招银金融租赁 (CMB 
Financial Leasing) 等租赁公司的法律代表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文莱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Bayfront Law LLC（滨海律师事务所）

滨海律师事务所 (Bayfront Law LLC)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处理与企业和争议（商业纠纷）相
关的事宜。该律所提供的企业服务包括跨境并购、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监管、许可和合规咨询。其争议解决
团队（解决商业纠纷的团队）负责处理民事、商业和刑事诉讼以及仲裁事宜。 

滨海律师事务所  (Bayfront Law LLC) 与日本最大律所的新加坡分所西村朝日（新加坡）有限责任公司 (Nishimura 
& Asahi (Singapore) LLP) 建立了正式的法律联盟，并且可以共享西村朝日的全球网络和资源。

联系人：
Ryan Lin（林隆才）

电子邮件地址：
ryan.lin@bayfrontlaw.sg

公司网站：
https://bayfrontlaw.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一般企业事务
• 监管和许可
• 企业并购
• 投资基金
• 个人资产（家庭办公室）
• 金融科技
• 民事诉讼
• 商业诉讼
• 刑事诉讼
• 家庭事务（家事纠纷）

主要亮点：
• 曾为  Ezy Net 就收购大来信用证有限公司 

(Diners Club) 总计 1.03 亿新元的股权提供商
业法律咨询服务

• 曾为启赋资本 (Shenzhen Qifu Capital) 提供
法律意见，协助其申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
金融牌照，以及设立可变动资本公司，以便
其在新加坡开展基金管理活动

• 曾协助阿里巴巴集团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欢聚集团 (Joyy Inc) 的子公司各自
根据《支付服务法案》申请执照的事宜，为
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越南

泰国

缅甸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BMS Law LLC（BMS 律师事务所）

BMS 律师事务所 (BMS Law LLC) 是一家专门负责争议解决的精品律所。该律所旗下的律师具备为新加坡、澳
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客户提供代理服务的资质。该律所还可提供其他业务领域的法律解决方案，例如，针对雇
佣问题、遗嘱和遗嘱认证、监管合规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联系人：
Too Xing Ji（朱兴基）

电子邮件地址：
xingji@bmslaw.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bmslaw.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雇佣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金融欺诈与腐败调查
• 资不抵债与申请破产
• 遗嘱认证与管理
• 对政府行为的司法审查

主要亮点：

• 曾代表新加坡商人与一家国际模特公司的中
国相关业务纠纷进行国际仲裁

• 曾作为泰国和新加坡股东的法律代表，参与
一起在芙蓉市高等法院起诉马来西亚一家公
司的案件，最终达成数百万令吉的和解

• 曾作为德国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分公司的法律
代表，为其拟定员工的专业雇佣合同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Braddell Brothers LLP（百理德兄弟律师事务所）

百理德兄弟律师事务所 (Braddell Brothers LLP) 是新加坡历史第二悠久的独立律所。该律所由 Thomas de 
Multon Lee Braddell 爵士和 Robert Wallace Glen Lee Braddell 于 1883 年创立。该律所在诉讼、仲裁和争议
解决方面享有盛誉。该律所的诉讼和仲裁律师专门处理备受瞩目且棘手复杂的民事、公司和商业纠纷以及国际
仲裁。在非诉讼性事务中，该律所协助客户进行谈判并拟定商业合同，以保护客户免受未来潜在纠纷的影响。
此外，为了覆盖未来潜在纠纷的可能性，该律所也能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争议解决机制和条款的专业咨询服
务（例如，仲裁和调解条款）。

联系人：
Angelia Thng（汤玉婷）

电子邮件地址：
Angelia.thng@
braddellbrothers.com

公司网站：
https://braddellbrothers.
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雇佣问题
• 争议解决
• 仲裁
• 诉讼
• 紧急救助和强制令
• 国际和跨境案件
• 商业与合同
• 企业重组与破产
• 公司、股东和合作伙伴关系
• 欺诈、共谋与不当得利

主要亮点：

• 曾作为 BAFCO Singapore Pte Ltd 的法律代
表，参与其正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对其前雇员
提起的诉讼程序，其中涉及串谋和失信索赔

• 曾作为一家中国上市软件公司的子公司万兴
科技 (Wondershare Technology Co. Limited) 
的法律代表，在其向新加坡一家支付处理公
司提出金额超过 100 万新元的索赔案件中提
供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Clasis LLC（卡氏律师事务所）

卡氏律师事务所 (Clasis LLC) 与其礼律师事务所 (Clyde & Co) 在新加坡创办了一家合资律所新加坡其礼卡氏律
师事务所 (Clyde & Co Clasis Singapore)。这家合资律所利用其礼律师事务所 (Clyde & Co) 的国际专业知识和
卡氏律师事务所 (Clasis LLC) 的本地知识，为客户提供无缝衔接的境内和离岸咨询服务。卡氏律师事务所 (Clasis 
LLC) 能够在新加坡当地法院代表客户出庭。

该律所成立已有 30 年之久，凭借其在争议解决方面久经考验的专业知识、对行业的深入了解以及区域能力树
立了良好的声誉。

联系人：
Thomas Choo（朱光耀）

电子邮件地址：
Thomas.Choo@clydeco.
com

公司网站：
https://clasisllc.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雇佣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主要亮点：

• 曾提供审查和拟定雇佣和服务协议
• 为客户申请工作准证/家属准证/长期探访准证
• 曾提供裁员和裁员建议，包括策略、实施、

支出以及调解协议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CNPLaw LLP（CNPLaw 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
Ken Chia（谢庆祥）

电子邮件地址：
kchia@cnplaw.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cnplaw.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企业并购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金融服务
• 雇佣
• 私人客户、家族办公室和财富管理
• 争议解决
• 房地产
• 知识产权、传媒和科技

主要亮点：

• 曾为一家北京纺织面料公司提供新加坡企业
法与制度方面的咨询服务

• 曾为中国客户提供在新加坡成立家族办公
室、与新加坡本地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在
东南亚各司法管辖区拟议成立合资企业的咨
询服务

• 曾为 RELX（新加坡）有限公司  (RELX 
(Singapore) Pte Ltd) 与 Panorama Group 就
印度尼西亚的合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CNPLaw 律师事务所 (CNPLaw LLP, CNP) 于 1988 年成立、是一家拥有 33 年历史，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更
擅于处理跨境业务的律所。该律所拥有近 100 名员工，包括约 50 名律师，并具备强大的国际联系网络，能够
在新加坡及其他地区提供法律解决方案。

CNPLaw 素来被一流的法律出版物（如《亚太地区法律服务 500 强》、《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1000 强》、《钱
伯斯》和《亚洲法律概况》）评为新加坡的顶级律所之一。

CNPLaw 的律师在新加坡和其他几个司法管辖区均取得相应从业资格，也可根据英国法律为跨境交易提供咨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Covenant Chambers LLC（信约律师事务所）

信约律师事务所 (Covenant Chambers LLC) 在争议解决、企业和商业事务以及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保护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该律所于 2016 年成立，拥有一支由知识渊博且精力充沛的法律顾问所组成的独特团队，其中有许多人来自新
加坡的四大律所。作为一家拥有丰富经验的中型律所，该律所不仅业务精通，而且紧跟各个行业的最新发展，
同时还能在实践中创新，并利用尖端技术优化自己的业务流程。

该律所自成立以来，强调融合科技与法律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独特的法律咨询和策略解决方案。 联系人：
Lee Ee Yang（李一阳）

电子邮件地址：
eeyang.lee@
covenantchambers.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covenantchambers.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争议解决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企业并购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雇佣

主要亮点：

• 曾提供与企业筹资、产权管理和集体投资计
划相关法律和监管问题的咨询服务

• 曾在涉及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机器人的交易
中，提供关于知识产权问题和协议拟定的咨
询服务

• 曾在一起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受理
的股权买卖协议限制性条款的仲裁案件中，
作为法律代表提供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DL Law Corporation（DL 律师事务所）

DL 律师事务所 (DL Law Corporation, DLLC) 专注于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该律所为位于新加坡的中国国民提
供服务，致力于为来自中国的企业在本地经商环境中提供指引。除法律要求外，其团队还能够在 IT 基础设施、数
字营销、业务管理、人力资源和财务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DLLC 是一家不断创新的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

联系人：
Winnie Koh（许微霓）

电子邮件地址：
winniekoh@dllclegal.com

公司网站：
https://dllclegal.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公司注册、公司秘书服务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住宅及商业地产的买卖
• 公司及企业的买卖
• 股东协议
• 劳动合同及相关事项
• 分销、供应和贸易协议
• 调解与谈判
• 知识产权和商标

主要亮点：

• 曾为新加坡一家深受欢迎的韩国餐厅拟定特
许经营协议并提供咨询服务

• 曾为客户在教育领域的一项交易协议进行谈
判和调解并达成一致

• 曾促进客户和其房东之间的调解，从而为客
户节省了至少 50 万新元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Donaldson & Burkinshaw LLP（敦升律师事务所）

敦升律师事务所 (Donaldson & Burkinshaw LLP) 于 1874 年成立，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新加坡律所。该律所于 2014 
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合伙企业。该律所目前拥有 20 多名律师、其中一些同时也是公证人、宣誓公证人以及商标、
专利和外观设计方面的代理人。此外，该律所还拥有一大批专利律师和专利科学家，专门从事工程、化学、生
物科技和医疗科技专利工作。 

该律所涵盖五大业务领域：企业和商业、知识产权、争议和专家、房地产以及技术和数据保护领域。该律所还
在印度尼西亚设有分公司。

联系人：
Linus Ng（伍修宏）

电子邮件地址：
linus.ng@donburk.asia

公司网站：
https://www.donburk.
asia/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争议解决
• 企业并购
• 企业财务与治理
• 企业和商业
• 公司秘书服务
• 移民与雇佣
• 国内与国际仲裁
• 房地产
• 继承和信托

主要亮点：

• 该律所的知识产权 (IP) 业务工作在 2021 年度
知识产权管理之星的商标申请方面荣获榜首，
并于 2021 年被授予亚太地区知识产权管理的
专利申请年度律所大奖

• 其知识产权业务拥有的注册专利代理人在所有
律所中数量最多，已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站式
申请中心

• 结合企业服务业务，该公司还参与了多项与知
识产权和技术资产相关的著名跨境交易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Exodus Law Corporation（出埃及记事务所）

出埃及记事务所 (Exodus Law Corporation) 是一家精品律所，主要处理知识产权诉讼、刑事案件、婚姻和民事
诉讼。该律所秉持谨慎的态度处理所有事务、包括遗产继承、私人财物管理。出埃及记事务所 (Exodus Law 
Corporation) 与精通双语的金融顾问进行合作，为客户提供全面跨境资产管理服务。

联系人：
Daniel Atticus Xu
（许良才）

电子邮件地址：
daxu@exoduslawcorp.
com

公司网站：
http://www.
exoduslawcorp.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雇佣问题
• 争议解决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刑事诉讼
• 遗嘱和信托
• 收养
• 移民新加坡
• 对新加坡的投资及公司相关事宜

主要亮点：

• 曾在公诉案件（高等法院）和新加坡国家法
院审理的案件中，作为知识产权与其他刑事
法的客户的法律代表处理相关事宜

• 曾作为客户法律代表，参与高等法院和国家
法院两级法庭的争议解决审理

• 曾为客户提供有关雇佣问题的咨询服务
• 曾为新加坡当地雇主提供新加坡雇佣法律和

法规的中文课程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Focus Law Asia LLC

Focus Law Asia LLC 是一家精品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为客户可能面临的任何法律问题提供思路缜密、切实可行且
在商业层面上合理的解决方案。该律所的争议解决团队能够处理各种商业纠纷，并在国际仲裁和复杂的商业诉讼
方面具备独有的专业知识。该律所还有专门的团队来处理复杂的运输和建筑事务。该律所的企业事务团队经验丰
富，能够为各种一般企业事务、企业并购、资本市场、特许经营和雇佣法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联系人：
Elaine Seow E-Lin
（萧仪玲）

电子邮件地址：
elaineseow@
focuslawasia.com

公司网站：
http://focuslawasia.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争议解决
• 雇佣问题
• 企业并购

主要亮点：

•  曾作为东南亚一家电信网络公司的法律代表，
在其对一家全球电信服务提供商发起的规模
巨大且案情复杂的国际商会 (LLC) 仲裁中提
供服务

• 曾根据新加坡一家大型国际银行董事总经
理的要求，审查客户的雇佣协议并提供咨
询服务

• 曾根据一家人力资源咨询和财务解决方案提供
商的要求，为其在日本收购公司的事宜提供咨
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Fuzet Farid Singapore LLC（傅势律师团事务所）

傅势律师团事务所 (Fuzet Farid Singapore LLC) 在法律业务的核心领域（航空、运输、海事和石油天然气法）提
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专项服务。该律所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新加坡律师事务所, 并且与马来
西亚 Messrs Fuzet 公司有业务合作。

业务领域：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税务
• 航空
• 运输、海事与海运
• 海上油气
• 企业事务
• 商业
• 商品销售和国际贸易

主要亮点：

• 曾为新加坡虎航 (Tigerair) 提供关于留置权执
行以及租赁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

• 曾为一家航运信托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从而
以 6,000 万美元收购 2 艘船舶

• 曾为一家总部在法国的海上油气船舶所有人
在新加坡地区的分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助其
将 61 艘船舶作为注入资产以反向收购一家马
来西亚上市公司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联系人：
Fuzet Farid
Josie Hui（许雪薇）

电子邮件地址：
fuzet.farid@fuzetfarid.
com

公司网站：
https://fuzetfarid.com/

微信二维码：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Goodwins Law Corporation（义胜律师事务所）

义胜律师事务所 (Goodwins Law Corporation) 是一家提供卓越法律服务的优质律师事务所，提供多元且有深
度的专业服务并且获得公认的好评。随着新的商业和金融环境的诞生，该律所致力于提供创新且优质的解决方
案。该律所拥有广大的客户群体，包括个体企业家、中小型企业以及来自北美洲、欧洲，中国和澳洲的国际公
司。该律所的客户能享有的不仅止于法律服务。作为国际律师网络的成员, 义胜律师事务所的客户能随时与多
个国家的优质法律事务所接轨，提供可靠的法律服务平台，让客户们的商业大计能由此处登上国际的舞台。

联系人：
Noel Ng（黄义）

电子邮件地址：
noel_ng@goodwinslaw.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goodwinslaw.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企业并购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资本市场、金融服务和保险
• 房地产、租赁和产权转让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争议解决与调解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雇佣
• 商标申请、尽职调查和其他调查

主要亮点：

• 曾应越南国会的邀请介绍电子商务法的立法
情况

• 曾协助几家印度公司在新交所发行债券，并
协助一家中国公司发行可换股债券

• 曾协助美国/英国的保险公司/经纪人/基金经
纪取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的许可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Harry Elias Partnership LLP（依莱雅斯律师事务所）

依莱雅斯律师事务所 (Harry Elias Partnership LLP) 于 1988 年由被公认为“新加坡最重要的诉讼律师之一”的
已故高级律师 Harry Elias 先生创立。该律所作为新加坡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领先律所，在业界享有盛誉。该
律所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各种政府委员会和监管机构的成员，为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依莱雅斯律师事务所 
(Harry Elias Partnership LLP) 作为法律代表参加过多项标志性项目，包括滨海湾金沙综合度假村、新加坡摩天
轮和大士码头一期项目，彰显了其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联系人：
Tan Chau Yee（陈超毅）

电子邮件地址：
chauyee@harryelias.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harryelias.
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建筑和工程
• 重组与破产
• 房地产
• 知识产权
• 雇佣
• 银行与金融
• 家庭事务与离婚

主要亮点：

• 曾为银行和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提供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监管和许可要求相关的咨询

• 曾为新加坡一家领先的北欧建筑和地产开发
公司就其与承包商有关地铁环线项目的纠纷
提供咨询服务

• 曾为文莱政府和多家政府关联公司提供关于
企业事务、雇佣、知识产权和监管合规事宜
的咨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文莱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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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 Tat Augustine & Partners（兴达奥歌史盯法律事务所）

兴达奥歌史盯法律事务所 (Hin Tat Augustine & Partners) 是一家拥有 50 多名员工的中等规模律所，由首席合
伙人 Tan Hin Tat 和 Augustine Soh Kheng Yeow 以及高级合伙人 Sean Lim Thian Siong 和曾子龙 (Tang Chi 
Loong) 创立并负责管理。该律所于 2003 年成立，由 Tan Hin Tat 和 Augustine Soh 领导的两家老牌律所合并
而成。该律所主要在东南亚金融中心新加坡开展业务，提供全套法律服务，专门为金融机构和银行、上市公司
和私营公司以及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提供服务。

联系人：
Tang Chi Loong
（曾子龙）

电子邮件地址：
tang@htapartners.com.
sg

公司网站：
http://www.htapartners.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私人客户服务（信托、资产、财富管理）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房地产与产权转让
• 刑事案件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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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Gates Straits Law LLC（高盖茨海峡律师事务所）

现为高盖茨海峡律师事务所 (K&L Gates LLP) 的高盖茨新加坡分所是高盖茨在东南亚的业务中心。该律所提供
的商业和法律服务不限于新加坡国内、还延伸到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孟加拉国、老挝、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多个国家。

联系人：
Lian Yok Tan（陈莲玉）

电子邮件地址：
lian.tan@klgates.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klgates.com/
Singapore-Singapore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诉讼、争议解决和国际仲裁
• 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源
• 劳工、雇佣和工作场所安全
• 企业业务
• 调查、执法与白领
• 银行与融资

主要亮点：

• 持续被《钱伯斯》和《法律 500 强》评为业
界领先的法律服务提供商。特别对其在新加
坡银行与融资、白领犯罪、诉讼和国际仲裁、
劳工和雇佣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源领域
业务表示高度认可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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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 Lee（李及李律师馆）

李及李律师馆 (Lee & Lee) 是新加坡的一家领先律师事务所。该律所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以满足企业、金融
机构和个人的不同需求。 该律所于 1955 年 9 月 1 日由李光耀 (Lee Kuan Yew)、李金耀 (Lee Kim Yew) 和柯玉
芝 (Kwa Geok Choo) 共同创立。李光耀赴任新加坡总理后，李金耀和柯玉芝接管了这家刚刚起步的律所，并将
其发展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联系人：
Joel Teo（张主恩）

电子邮件地址：
joelteo@leenlee.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leenlee.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企业并购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雇佣问题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争议解决

主要亮点：

• 曾为新加坡和外国公司提供知识产权、技术
和数据保护的咨询服务

• 曾为 STO Logistics 提供全球并购活动相关法
律服务

• 曾为 Grab 的融资活动提供法律服务
• 曾作为在新交所上市的 Top Global 的法律代

表，协助其对 Platform Capital Asia（新加
坡）所有股权的收购事宜，后者在新加坡拥
有 43 个办事处和零售物业，收购对价为 1.7 
亿新元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Loo & Partners LLP（吕俊昭法律事务所）

吕俊昭法律事务所 (Loo & Partners LLP) 于 1985 年成立，是一家专门处理银行和金融、企业事务、证券和商业
事宜的精品律所。该律所在这些广泛的业务领域中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该律所拥有超过 35 年的法律专业经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和解决方案。多年来，该律所与东
南亚、大中华地区的领先律师事务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凭借其与往来律所维持的综合服务网络关系，在
为客户提供服务及满足其地区或全球需求方面处于战略性的独特地位。

联系人：
Loo Choon Chiaw 
（吕俊昭）

电子邮件地址：
ccloo@loopartners.com.
sg

公司网站：
http://www.loopartners.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企业并购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财富管理和信托咨询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雇佣

主要亮点：

• 曾为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的法律代表，协助其收购马来
西亚一家企业集团，涉及 4 家在马来西亚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以及 13 家子公司，对价
约为 10 亿新元

• 曾为徐福记国际集团 (Fu Chi International 
Limited, HFC) 就雀巢公司 (Nestle S.A) 以约 
21 亿新元的对价收购其 60% 股权提供咨询服
务，该项交易被评选为新加坡年度并购交易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Millennium Law LLC

Millennium Law LLC (ML) 是一家专注于处理企业和商业事务的精品律师事务所。ML 律所总部位于新加坡，在
香港和北美地区持有业务，同时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合作伙伴相互支持。

ML 律所常代理国内外客户处理复杂的跨境问题（涵盖跨境商业交易、多方仲裁等案件）。凭借律师们的丰富
经验和精干团队，ML 律所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定制解决方案及全面、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联系人：
Sharon Wong（王俏霖）

电子邮件地址：
sharon.wong@1000-law.
com

公司网站：
https://1000-law.com/
our-tea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争议解决（诉讼、仲裁及调解）
• 公司综合类业务（治理、监管及许可）
• 公司兼并收购
• 企业破产重组与清算
• 知识产权、技术与数据
• 外商直接投资咨询与风险管理
• 风险投资及私募基金
• 劳动法
• 个人事务（包括信托、资产管理及法律相关

事务）

主要亮点：

• 曾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仲裁案中代
表被告（台湾一家知名公司）处理有关一家
位列财富 1,000 强的美国焊接跨国公司的商
业纠纷，本仲裁涉及约 700 万美元

• 曾向新加坡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在多方跨境基
础设施合资项目中（其中一方包括中国最大
的上市建筑公司）提供法律意见，并协助拟
定和审查中英文两版的谅解备忘录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Oliver Quek & Associates（立德法律事务所）

立德法律事务所 (Oliver Quek & Associates) 是新加坡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律所，为国内和国际客户提供全
面的法律服务和解决方案。

该律所于 2003 年成立，提供一系列法律和企业服务，包括业务结构调整、法律文件编制、公司注册和管理、
董事和公司法律顾问、向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法律咨询和支持、技术许可和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以及民事和
商业诉讼。立德法律事务所 (Oliver Quek & Associates) 也提供公证人和宣誓公证人服务。

联系人：
Oliver Quek（郭大德）

电子邮件地址：
oliverquek@oliverquek.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oliverquek.
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商标注册、品牌与知识产权保护、许可与技

术转让

主要亮点：

• 担任瑞士、德国和摩纳哥的投资品牌旗下的
欧洲投资者和贸易融资机构集团的常设法律
顾问

• 曾作为中国公司于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分公司
的法律代表，参与在新加坡高等法院进行的
多方石油贸易纠纷调解

• 从事遗嘱拟定和信托准备工作，以及遗产规
划和管理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Oon & Bazul LLP（天佐律师事务所）

天佐律师事务所 (Oon & Bazul LLP) 被《海峡时报》评为 2021 年新加坡最佳律师事务所之一。该律所为世界各
地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并提供量身定制的法律解决方案。

律所客户包括主权国家、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跨国公司、金融机构以及高资产净值个人客户。该律所在国际
法业务领域经验丰富，其律师特别擅长协调处理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事务。天佐律师事务所通过与其他律师
事务所多年的合作，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非正式律师事务所服务网络。天佐律师事务所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有自
己的分所 TS Oon & Partners。

联系人：
Kelly Yap（叶明光）

电子邮件地址：
kellyyap@oonbazul.com

公司网站：
https://oonbazul.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劳动与雇佣
• 争议解决
• 企业并购
• 银行与金融
• 企业事务
• 欺诈与资产追回
• 国际仲裁
• 国际贸易
• 海事海商
• 债务重组与破产

主要亮点：

• 曾为多家企业客户提供劳动与雇佣方面的法
律服务，如为一家跨国糖果公司和一家新加
坡商品贸易商等公司提供新加坡公司法方面
的咨询服务

• 曾在涉及多名被告和第三方的复杂公司纠纷
案中，为在新加坡的一家第三方提供辩护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OTP Law Corporation

OTP Law Corporation 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精品律所，其基业深厚，历史可追溯到 1991 年。该律所律师团队的经
验累计达到 88 年，其团队律师之间的相互合作也已有 25 年之久。

该律所与 PracticeForte Advisory 建立了合作关系。后者是一个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领域的专业服务网络。

联系人：
Lim Seng Siew（林圣寿）

电子邮件地址：
limsengsiew@otp.sg

公司网站：
https://www.otp.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企业并购
• 争议解决

主要亮点：

• 曾作为新加坡某个公共机构的法律代表，参与
其为国际和本地客户使用的在线平台委任 IT 顾
问和系统集成商的投标和授标过程

• 曾作为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法律
代表，协助其以 3,000 万新元收购新加坡另一
家公司，并（与第三方专家合作）完成了法律
和财务尽职调查

• 曾作为多个中国公司的法律代表，帮助公司处
理在新加坡司法管辖区提出或收到的索赔，以
及处理以新加坡为仲裁地的跨境纠纷事宜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菲律宾泰国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PDLegal LLC（PD 法律律师事务所）

PD 法律律师事务所  (PDLegal LLC) 提供卓越且经济高效的法律服务。凭借业界公认的专业知识，该律所为新
加坡和海外客户提供涉及各方面的建议和咨询服务。

联系人：
Peter Doraisamy 
（彼得-多莱萨米）

电子邮件地址：
pdoraisamy@pdlegal.
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pdlegal.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移民与雇佣
• 破产与重组
• 贸易与能源
• 海事和航运
• 白领罪案
• 企业服务
• 金融科技业务
• 投资基金

主要亮点：

• 曾作为 165 名索赔人的法律代表，协助其在
一起诈骗案中要求索赔 4,700 万新元。在该
案件中，投资者被承诺保证会得到高利率和
资金总额所诱骗，在虚假的公司进行了投资

• 曾协助处理一宗涉及一名信誉良好的证券经
纪人的案件，该经纪人想要追回被告所造成
及争议的交易损失

• 曾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物流和石化服务提供商
之一的法律代表，协助其处理对其一家子公
司的多名员工的串谋索赔案件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Prolegis LLC（博杰律师事务所）

博杰律师事务所 (Prolegis LLC) 是新加坡一家从事企业和商业领域的精品律所。该律所专注于为新加坡及亚洲各
地的本地和国际企业以及政府在商业方面的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其专业知识涵盖各种企业和商业事务，其中包括：
企业并购、合资企业、私募股权、战略投资、项目、资本市场、银行融资、雇佣和公司治理及咨询服务。

凭借对地区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以及对亚洲客户面临的复杂的法律和监管挑战的深刻理解，使得博杰律师事务所 
(Prolegis LLC) 能够提供创新且经济高效的法律咨询服务。

联系人：
Ng Su Rong（黄淑榕）

电子邮件地址：
surong.ng@pro-legis.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pro-legis.
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企业并购
• 项目
• 银行融资
• 资本市场
• 合资企业
• 私募股权
• 企业重组
• 公司咨询和监管
• 雇佣

主要亮点：

• 曾担任一家由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人工智能独角兽企
业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合资公司的法律代表

• 曾作为马来西亚云升控股 (Yinson) 的子公司云升可
再生能源 (Yinson Renewables) 的法律代表，就其
拟议收购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园区的额外股权一
事提供新加坡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

• 曾作为 Grab 的法律代表，就其与新加坡电信 
(SingTel) 联合申请新加坡数字银行牌照事宜在监
管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Quahe Woo & Palmer LLC（柯吴律师事务所）

柯吴律师事务所 (Quahe Woo & Palmer LLC) 是一家横跨多领域的律所，由一支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所领导。
该律所拥有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处理复杂的现代法律纠纷和公司交易。QWP 是由知名律所形成的独立
服务网络 Multilaw 的成员律所，在新加坡和香港设有分所。QWP 在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服务网络，以及通过 
Multilaw 的网络，使其占据独特地位，能够为跨境投资或商业活动提供支持服务。

联系人：
Tay Liam Kheng
（郑念庆）

电子邮件地址：
liamkheng.tay@
quahewoo.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quahewoo.
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企业并购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诉讼、仲裁与争议解决
• 可持续发展
• 创业/风险投资业务
• 基础设施、建筑与工程
• 离婚与家庭事务
• 知识产权

主要亮点：

• 曾担任在新交所上市的升立化工控股有限公
司 (Sunvic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的新
加坡法律顾问，协助其以 1.23 亿美元抛售其
在中国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泰兴升科化
工控股有限公司 (Taixing Sunke Chemicals 
Co., Ltd) 的全部股权

• 曾为客户就其收购和随后出售一家位于欧洲
主要城市的陆上博彩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该
行业受到严格监管

• 曾担任一名超高净值客户的法律代表，为其
建立个人信托以保护其个人财富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Rajah & Tann Singapore LLP（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

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 (Rajah & Tann Singapore LLP) 是一家业界领先的律师事务所，也是 Rajah & Tann Asia 
的成员。后者是亚洲最大的区域服务网络之一，在东南亚和中国拥有 800 多名律师，还拥有专注于文莱、日本
和南亚市场的区域办事处。

该律所曾处理过地区内许多最引人关注的大案件，并拥有涵盖所有业务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

联系人：
Benjamin Cheong
（张汶权）

电子邮件地址：
benjamin.cheong@
rajahtann.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rajahtannasia.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企业并购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雇佣
• 税务
• 可持续发展

主要亮点：

• 曾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Bank of China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提供咨询服务，作为其与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DBS Bank Limited) 的联合理财顾
问，向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Jinhushen 
Biological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和天津医药（新加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Tianjin 
Pharmaceutical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te. Ltd.) 提供咨询服务。作为要约人以可能的强制性无
条件现金要约收购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Zhong X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的股权。根据要约，该公司的估值约为 22.6 亿
新元

• 曾担任新加坡首起涉及加密货币和比特币的法律纠纷案
件的律师，追回的比特币价值高达 2,000 万美元左右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Robert Wang and Woo LLP（王吴法律事務所）

王吴法律事务所 (Robert Wang and Woo, RWW)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中型新加坡律所，在新加坡法律界
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

RWW 的团队分别负责四个业务领域：房地产、商业、诉讼和争议解决以及私人客户。该律所致力于根据自身
在多个特定行业中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对本地法律和法规的深入了解，为客户提供面向业务的解决方案和
实用的法律咨询服务。

联系人：
Audrey Teoh（張淑彬）

电子邮件地址：
audrey.teoh@rwwnet.
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ww.rwwnet.
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雇佣
• 争议解决
• 公司注册
• 资本市场
• 企业并购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房地产交易与私人客户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主要亮点：

• 曾担任雇主的法律代表，处理高管雇员的劳动
关系终止事宜，并就终止雇佣条款进行谈判

• 曾作为一家电子支付公司的法律代表，在涉
案金额约 100 万美元的信托基金纠纷中提出
索赔

• 曾担任卖方法律代表，参与 200 万新元的售
股交易

• 曾为新加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之间
的争议提供咨询服务，其中包括要求召开股
东大会对董事实施罢免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Shenton Law Practice LLC（申顿律师事务所）

申顿律师事务所 (Shenton Law Practice LLC, SLP) 是在新加坡注册的一家有限责任法律公司。执掌该律所的董
事总经理拥有超过 29 年的执业经验。

联系人：
Ng Lee Nah（黄丽娜）

电子邮件地址：
shentonlaw@singnet.
com.sg

公司网站：
https://shentonlaw.
com.sg/

业务领域：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争议解决
• 雇佣问题
• 建筑和建造相关事项
• 产权转让和地产开发
• 商业诉讼
• 遗产和遗嘱认证事宜
• 家庭事务与婚姻纠纷
• 公司注册与公司秘书服务
• 企业事务/违反董事职责、压迫股东/小股东

纠纷
• 商标注册服务

主要亮点：

• 曾受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公共信托、斐
济、日本、文莱和马来西亚的外国律师事务
所的聘请，参与处理非诉讼性遗产事宜

• 曾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参与跨境相关工作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Taxise Asia LLC (WTS Taxise)

Taxise Asia LLC (WTS Taxise) 是一家精品律所，专攻国际税务和国际贸易法领域。该律所就复杂的地方税和
国际税以及国际贸易问题提供实用且客观的咨询服务。

WTS Taxise 的子公司是一家提供咨询服务的事务所，该事务所提供转让定价、合规及其他税务相关服务，还
在菲律宾设有转让定价中心。

WTS Taxise 是 WTS Global 的成员律所，后者是一个由全球 120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精英税务事务所组成的国
际税务网络。 联系人：

Eugene Lim（林有义）

电子邮件地址：
eugene.lim@TaxiseAsia.
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taxiseasia.
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中国客户组
• 直接税和间接税
• 国际税务
• 国际贸易
• 投资基金
• 本地和跨境税务争议
• 国际人员派遣
• 私人客户和家族办公室
• 交易税
• 转让定价

主要亮点：

• 曾为新加坡在亚太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控股、财
务和融资结构向多家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 曾为一家国际科技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全球性生
产基地和主要实体提供咨询服务

• 曾提供关于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税收优惠的咨
询服务

• 曾协助多家跨国公司制定转让定价策略并准备转
让定价文档

• 曾协助中国的高净值家族设立家族办公室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Templars Law LLC（腾达法律社）

腾达法律社 (Templars Law LLC)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律所，涵盖交易、咨询和争议解决的所有业务领域。

该律所主要面向本地和国际个人及企业提供服务。该律所为来自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其中包括银行、建
筑、能源、医疗保健、物流、石油和天然气、运输、房地产、零售和制造业等领域。

联系人：
Steven Lam（蓝国庆）

电子邮件地址：
stevenlam@templarslaw.
sg

公司网站：
http://templarslaw.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争议解决
• 企业并购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雇佣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主要亮点：

•  曾为中国一家企业集团对一家在中国、越南、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经营业务的国际石油天然
气公司进行 8,000 万新元的全面收购和股权
互换交易中提供支持服务

• 曾参与一家中国公司对马来西亚运输公司进行
的 2,500 万新元的全面收购和项目融资事宜

• 曾参与处理世界各地（包括（亚洲）中国、越
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的国际
贸易、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保险、贸易融资
和运输相关事务的多个仲裁案件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

缅甸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Tito Isaac & Co LLP（泰拓伊萨克律师事务所（有限合伙））

泰拓伊萨克律师事务所（有限合伙）(Tito Issac & Co LLP) 拥有诉讼、产权转让、银行、雇佣和企业服务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

联系人：
Wong Hui Min（王慧敏）

电子邮件地址：
huimin.wong@
titoisaaclaw.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titoisaaclaw.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雇佣问题
• 争议解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银行、破产和债务重组业务
• 房地产业务
• 刑事案件
• 家庭事务
• 私人客户、遗产和信托业务
• 隐私和网络安全业务

主要亮点：

• 曾根据国际劳动法向新加坡人力部提供咨询
服务、并作为国家法律代表参加在日内瓦举
行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

• 曾作为马来西亚一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上
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法律代表，就其起诉
新加坡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实体公司，发起对
其串谋行为的索赔和平行仲裁程序（涉案价
值约 8,000 万新元）

• 曾向越南一家公司就一项价值 1.7 亿美元的潜
在索赔提供咨询服务，该项索赔由新加坡国
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越南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Virtus Law LLP（维德律师所）

维德律师所 (Virtus Law LLP) 是一家为多个业务领域提供商业、企业事务、争议解决和金融服务等相关服务的
新加坡律所。该律所前身是于 1981 年在新加坡成立的“Arthur Loke LLP”。维德律师所经验丰富，能够满足
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客户需求。

该律所在船舶融资、企业事务和诉讼服务领域为市场不少领先交易提供咨询方面有良好的记录。

维德律师所 (Virtus Law LLP) 是罗夏信国际律师事务所（新加披）联营所 (Stephenson Harwood (Singapore) 
Alliance) 的成员所。 联系人：

Douglas Koh（高求尚）

电子邮件地址：
douglas.koh@
shlegalworld.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virtus-law.
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企业并购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技术和数据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雇佣
• 税务

主要亮点：

• 曾为中国信贷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Credit China 
Fintech Holdings Limited, CCF) 就其拟议收购 
Havenport Asset Management 的控股权项目提
供咨询服务

• 曾作为中国一家大型银行的法律代表，就其向新
加坡一家公司提供 10 亿美元有担保的定期贷款，
涉及收购 51 艘船舶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 曾作为中国一家大型银行的法律代表，就其向新
加坡一家公司提供 6,000 万美元有担保的定期贷
款，涉及收购十艘钢质石油成品油轮（其中五艘
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缅甸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Wee Swee Teow LLP（黄瑞朝律师事务所）

黄瑞朝律师事务所 (Wee Swee Teow LLP) 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这家中等规模的律所可提
供广泛的法律服务，包括争议解决、房地产、企业事务、建筑、知识产权、家庭事务、信托和遗嘱认证事宜。

联系人：
Lee Soo Chye（李树才）

电子邮件地址：
Lee.soochye@wst.com.sg

公司网站：
https://wst.com.sg/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企业事务、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企业并购
•  个人事务（信托、资产和其他法律相关事宜）
• 家庭与婚姻事务
• 争议解决（调解、仲裁和诉讼）
• 基础设施、建筑和能源
• 金融科技和数字支付服务、区块链和新兴科技
•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
• 知识产权
• 房地产（零售和企业）

主要亮点：

• 曾为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本地
和跨境公司交易（包括监管合规和许可要求
方面的协议）相关的咨询服务

• 曾在国家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新加
坡国际商事法院以及国际仲裁中担任大型公
司、家族企业和个人的法律代表。其中涉及
能源市场、建筑、信托、股东纠纷等一系列
广泛的法律领域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

缅甸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Wilberforce TJC Law Corporation（伟博富郑心仁律师事务室）

伟博富郑心仁律师事务室 (Wilberforce TJC Law Corporation) 前身为郑心仁律师事务室 (TJ Cheng Law 
Corporation)，是一家专注处理企业和商业事务并专门从事涉及面广、价值高的跨境业务的精品律所。该律所
的企业客户包括制造业和贸易、石油和化工、能源、自然资源和采矿业等行业的国有公司、跨国石油和能源集
团以及上市公司。该律所也在诉讼事务中担任公司和高净值客户的法律代表提供相关服务。

联系人：
Cheng Tim Jin（郑心仁）

电子邮件地址：
tj@wilberforceglobal.com

公司网站：
http://wilberforcetjclc.
com/en/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企业并购
• 海外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争议解决
• 遗嘱与遗嘱认证
• 信托与家族办公室

主要亮点：

• 曾为客户提供在新加坡成立可变资本公司相
关的咨询服务

• 曾为印度尼西亚一家大型能源公司提供关于
收购一家价值 8,000 万美元的上市公司事宜
的咨询服务

• 曾作为中国一家银行的法律代表，协助其向
东南亚地区的公司提供项目融资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越南

缅甸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Withers KhattarWong LLP（卫达仕凯德律师事务所）

卫达仕凯德律师事务所 (Withers KhattarWong LLP) 为卫达仕律师事务所 (Withersworldwide) 驻新加坡的分
所，是一家致力于为企业家、成功人士及其业务提供服务的国际律所。该律所是新加坡最大的国际律所之一，
可以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联系人：
Kua Qiu Xin（柯秋歆）

电子邮件地址：
qiuxin.kua@
witherskhattarwong.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withersworldwide.com/
en-gb/singapore-dup

业务领域：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争议解决
• 雇佣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企业并购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税务

主要亮点：

• 曾作为首席税务顾问，向一家总部位于韩国
的国际房地产投资公司提供关于投资越南酒
店业务的新加坡收购结构的咨询服务

• 曾作为中国一家拥有油库、酒店、仓库、货
运卡车、车库、超市和加油站的国有企业的
法律代表，提供其拟议投资越南某个燃煤发
电项目的事宜的法律服务

• 曾为中国一家科技巨头就其对印度尼西亚一
家网约车独角兽公司提供支付网关和科技集
成服务的事宜提供咨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文莱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Wong Alliance LLP（王盟律师事务所）

王盟律师事务所 (Wong Alliance LLP)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律所，业务涉及企业商业、房地产和纠纷解决
领域。该律所在财富/遗产规划与信托方面（包括设立家族办公室）的业务也相当出众。

其高级律师团队经验丰富，平均拥有 30 年的行业经验。从接受任务到交付完成，该律所都有专人亲自处理，
并能够直接与客户进行联系。该律所是东帝汶的行业先驱者，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业务开展受限，但仍继
续为当地客户提供支持服务。该律所还与印度尼西亚一家声誉良好的律所保持着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

联系人：
Jonathan Lim（林德明）

电子邮件地址：
jonathan.lim@
wongalliance.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wongalliance.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企业并购
• 争议解决
• 企业房地产与产权转让

主要亮点：

• 曾为来自印度尼西亚、大中华地区高净值客
户就其生前和/或生后的动产和不动产的分配
事宜提供咨询服务

• 曾向印度尼西亚客户就新加坡的投资控股公
司结构提供咨询服务，以接收流入印度尼西
亚经营业务的投资（约 180 万美元）

• 曾作为新加坡一家公司股东的法律代表，协
助其以 4,000 万新元的总价将公司出售给日
本一家上市公司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東帝汶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Wong & Leow LLC

Wong & Leow LLC 的团队包括拥有本地执业经验和国际执业经验的律师。该律所将本地专业知识与全球视角
相结合，为客户提供覆盖全球范围的战略性咨询。Wong & Leow LLC 在新加坡法院有出庭权，因此可以帮助
客户解决任何法律纠纷。作为贝克·麦坚时的成员律师事务所 ，该律所具备协助客户满足其国内需求和跨境需
求的理想条件。该律所的经济学家、税务会计师、税务律师和诉讼专家利用他们的行业知识，可提供法律、税
务和多项领域的咨询服务。

联系人：
Wu Wenyu（武闻宇）

电子邮件地址：
Wenyu.Wu@
Bakermckenzie.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bakermckenzie.com/en/
locations/asia-pacific/
singapore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税务、贸易与财富管理
• 知识产权、资讯科技和数据
• 海外投资和风险管理
• 企业并购（包括私募股权）
• 银行与金融
• 争议解决（包括国际仲裁）
• 劳动法
• 证券
• 房地产
• 反垄断与竞争

主要亮点：

• 曾为一家跨国支付公司针对新的分期付款产品
提供税务规划和咨询服务。该产品涵盖了七个
亚洲国家。该律所不但为客户提供了国际税务
咨询和相关服务，并协助客户审阅有关的商务
合约

• 曾为一家全球科技硬件公司就该公司的区域扩展
提供咨询服务。该区域扩展的项目包括了云存储、
移动存储设备和租赁以及数据迁移服务等多项产
品的推行。该律所不仅协助客户建立具有税收效
率的架构和产业链，并从多方面（法律、税务、
商业考量）评估了各种备选方案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印度尼西亚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新加坡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WongPartnership LLP（王律师事务所）

王律师事务所 (WongPartnership LLP) 的总部位于新加坡，是一家屡获殊荣的律师事务所。该律所也是新加坡最
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作为领先的法律服务提供者，该律师事务所通过其在中国和缅甸所设立的办公室，及其在
阿布扎比、迪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区域性法律服务网络 WPG 的成员律师事务所，为其客户提
供法律服务。WPG 可提供 400 多名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以满足该律师事务所在整个地区的客户的需求。

该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知识涵盖了包括咨询和交易工作在内的全套法律服务。其曾经参与了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公司交易，以及多项复杂且备受瞩目的诉讼和仲裁事项。

联系人：
Joseph He Jun（何军）

电子邮件地址：
joseph.he@
wongpartnership.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
wongpartnership.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兼并与收购
• 公司监管和许可
• 个人事务（与信托、资产和法律相关）
• 海外直接投资咨询和风险管理
• 项目融资和境内/离岸融资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争议解决
• 雇佣
• 税务

主要亮点：

• 曾在凯德集团 (CapitaLand Limited) 以 110 亿新元的
对价，自星桥腾飞有限公司 (Ascendas-Singbridge 
Pte Ltd) 收购星桥腾飞集团 (Ascendas-Singbridge 
Group) 的交易中，为凯德集团提供法律代理服务

• 曾就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所分拆的 B2C 线上
零售平台所涉及的复杂跨境法律问题（如产品合规、
消费者保护、广告、数据保护/隐私、知识产权侵权、
域名以及支付和结算相关的法律问题），为该电子商
务网站提供法律代理服务

• 曾就一名超高净值外籍人士将其资产转移到新加坡架
构中，以进行继承和遗产规划以及设立其单一家族办
公室的事宜，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点击以返回业务需求页面

Yusarn Audrey（新加坡山黛丽律师事务所）

新加坡山黛丽律师事务所 (Yusarn Audrey) 是一家从事知识产权和企业商业法领域的精品律所，专注于知识产
权的各个方面，以及如何将其作为企业的战略工具和交易支持来实现知识产权货币化。 该律所的企业服务和知
识产权律师以及内部专利代理人和科技专家共同努力，可为客户提供知识产权和法律方面的无缝服务。

该律所推出了全新的知识产权战略咨询服务，协助客户根据其业务和使命管理知识产权资产。

联系人：
Han Wei（韩薇）

电子邮件地址：
hanwei@yusarn.com

公司网站：
https://www.yusarn.com/

微信二维码：

业务领域：

• 知识产权法
• 专利的起草和申请
• 商标和外观设计
• 公司法和商业法
• 金融科技监管合规
• 争议解决/诉讼
• 技术法
• 公司注册及公司秘书服务

主要亮点：

• 为客户提交了 2,000 多项专利申请，并且协
助了 50 多个国家/地区的客户提交专利申请

• 为客户提交了 1,000 多项商标申请，并且协
助了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客户提交商标申请

• 曾作为马来西亚一家公司的法律代表，处理
其在新加坡法院发起的针对马来西亚一个开
发项目的跨境建筑纠纷索赔（索赔金额约为 
3,000 万新元）

东南亚合作伙伴网络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新加坡

分公司/分所

合作伙伴/联营所/战略合作所

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