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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 Crowe Global
与瑞华的紧密合作关系, 为我们
服务全球客户在华投资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莫玄乐 
Crowe Global 亚太区域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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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rowe, 我们致力于传承发扬我们的核心价值 
观——关注、分享、奉献、成长。作为全球领先的会计咨 
询网络, 我们与亚太地区最大的成员所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一同合作, 协助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事业, 以及全球各 
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活动。 

为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 我们在全球27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所
设立了超过四十个中国业务桌, 以适应中国文化, 在业务开展中做
到快速响应和沟通顺畅, 最大化满足客户需求。 

与此同时, 我们网络在审计、国际税务、企业咨询和风险咨询共四
个领域设有专业委员会, 为投资企业提供深度专业化的服务。

我们非常了解客户的需求, 与地区内及国际化公司建立亲密的合
作关系。届时将由一位核心客户联络合伙人作为您的主要联系人, 
成为您值得信赖的服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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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e Global联席主席致辞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加快推进, 中国对外投资将
保持快速增长趋势。Crowe Global网络积极响应中国需求, 在多
个关键国家设立中国业务桌, 以助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国业
务桌将懂得中文或有丰富中国 /亚洲业务经验的专业人士设为成
员所面向中国市场的主要联系人, 以保证服务中国客户时的迅速
响应, 提高服务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融合。 

Crowe Global的中国成员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排名第
二, 是服务中央企业客户最多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目前拥有
40家分所, 一万多名员工, 在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地拥
有国际业务团队, 大部分专业人员和业务骨干具有海外工作学 
习背景, 专业经验丰富。 

Crowe Global愿携手瑞华, 为中国客户在全球范围提供高质量个
性化的审计, 税务, 咨询和风险专业服务。

杨剑涛  
联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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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e全球首席执行官致辞
在Crowe Global，我们充分了解国际业务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
商业模式的挑战。基于此，我们在全球网络成立了中国桌，以期
更好地为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提供服务。

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和在国际贸易走廊投资的成功，我们
也在超过28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由40多名双语专业人士组成的中
国桌团队。

我们的专业人士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双语专业服务，
包括会计、税务和咨询领域。Crowe的跨境工具和业务推荐资源
将让您无缝链接进入全球市场。

无论是税务咨询还是投资重组，我们都随时待命，致力于协助您
将事业带向新高度。让我们成为您的商业伙伴，助力您在今天做
出明智的决策，以实现明天长久的价值。 

大卫·梅勒
首席执行官

http://www.crowehorw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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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优势
作为知名的大型专业服务机构, 瑞华有如下优势:

品牌优势 

综合排名连续四年位居本土品牌事务所
第一名, 业务收入规模超过3家国际所, 
赢得了全球客户信赖。

人才优势 

执业人员过万人, 注册会计师2500人, 
合伙人357人, 全国会计领军后导师1
人, 全国会计领军人才25人, 先后有5
人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 多人担任国
家级机构的专家委员, 多人主持或参
与国家社会会计及审计标准的制定。
一大批业务骨 干具有海外工作学习背
景, 专家团队群英荟萃。

服务优势 

服务近40家中央企业客户、近400家
上市公司、近300家金融保险机构, 
分布在各行各业, 执业经验丰富。 

技术优势 

建立了高效的技术研发和支持系统、
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以及先进的
信息管理系统, 形成了突出的专业
优势。

网络优势 

境内有40家分所, 并加入Crowe Global
会计网络, 成员机构遍及全球。

首席合伙人杨剑涛担任Crowe Global
联席主席, 张连起担任董事, 
扩大了瑞华在网络中的主
导权和影响力。

政治优势 

多次受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关怀和鼓励以及各级组织的肯定和
支持, 是党建促发展, 让党放心的专
业服务机构。

• 瑞华是服务中央企业客户最多
的会计师事务所, 也是服务上
市公司最多 的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

• 截止2018年6月30日，A股上市
公式共3527家，其中瑞华服务
343家，占比9.72%；

• 同时, 瑞华还为千余家新三板已
挂牌企业及多家 H 股、S 股客
户等提供年报审计服务；

• 为近40家中央企业提供 
审计和咨询服务等；

• 根据 Wind 数据, 瑞华作为审
计机构在2014年完成并购业务
交易额达1727亿元, 占市 场份
额的12.53%, 在所有 
计师事务所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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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Clients

Energy Oil & Gas Energy & Chemical Telecom Construction

Food Infrastructure Automobile Coal & Mining Insurance

Arms Industry Aerospace Infrastructure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 Mining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Aerospace Multi-industry

http://www.crowehorw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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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e Global的支持 
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Crowe Global与中国成员所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共同启动 “中国桌”计划, 即在关键热点国家的成员事务所设立
中国业务桌。

与此同时, 将懂得中文或有丰富中国/亚洲业务经验的专业人士设为
成员所面向中国市场的主要联络人, 以保证服务中国客户时的迅速
响应, 提高服务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融合。Crowe Global成员所

希望向中国企业提供最优质的定制化服务。

遍及全球的专业服务
Crowe Global的审计、税务及咨询服务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我们致
力于追求完美的标准化服务, 结合我们的国际资源与当地经验, 更
好地服务我们的客户。

审计
• 审计、审阅、 

及报表编制

• 执行商定程序

• 预测和规划

• 上市公司审计

• 职工福利计划审计

税务
• 转让定价

• 增值税

• 财富管理

• 房地产

• 外籍雇员个人 
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合 
规服务

• 国际税收筹划

咨询
• 交易支持

• 交易筹划

• 国外会计准则转换

风险
• 企业风险

• 法规风险

• 技术风险

• 舞弊风险

• 营运风险

• 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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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桌全球分布
美洲地区：
• 美国
• 巴西
• 加拿大

欧洲、
中东及非洲地区
• 塞浦路斯
• 法国
• 德国
• 爱尔兰
• 意大利
• 哈萨克斯坦
• 西班牙
• 土耳其
• 阿拉伯
• 英国

亚太地区
• 澳大利亚
• 柬埔寨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印度
• 印尼
• 日本
• 韩国
• 马来西亚
• 新西兰
• 巴基斯坦
• 新加坡
• 斯里兰卡
• 台湾地区
• 泰国
• 越南

http://www.crowehorw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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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瑞华全球服务”
微信公众号
“瑞华全球服务”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其所属的全球第八大会计网络 Crowe Global 
国际联合推出的全球服务平台，旨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专业服务及资讯。

在这里，有国际视角的准则速递、专业解析、行业动态、 
热点国家投资指南；也有瑞华和国际网络的实时新闻、 
国际业务能力展示和联系方式。让您获取最便捷的专 
业服务资讯！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 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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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攀新高
Crowe Global是全球第八大专业服
务网络, 在130个国家有760个办公室, 
我们竭诚在世界范围内为客户提供服务。

根据国际会计公报 (IAB) 2017年全球调查结果, 
Crowe Global在亚太地区排名第六。

http://www.crowehorw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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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e Global is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accounting and consulting firms that are licensed to use “Crow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their clients. Crowe Global itself is a non-practicing entity and does not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clients.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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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Crowe Global

联系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您可以联系：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朱海武
haiwu.zhu@crowe.cn

瑞华全球服务  
微信公众平台

Crowe Global 
莫玄乐  
亚太区域总监  
yuenlok.mok@crowe.org

王勉  
mia.wang@crowe.org

关于我们 
Crowe Global为全球第八大国际会计网络, 在全球近130

个国家拥有超过200家独立会计咨询服务事务所。Crowe 

Global成员所致力于将深度专业化的服务以及专业经验与创
新技术相结合, 秉承网络核心价值观, 为客户创造价值。网络
每个成员所在当地地位领先, 拥有来自全球的专家, 熟悉当
地法律法规, 这一点对于想要在当地建立跨国企业或子公司
的客户来说至关重要。Crowe Global成员所以其人性化服务
而著称, 客户来自各行各业。在审计、税务及咨询等专业领域, 
在全球范围内都享有良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