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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將公司上市，標誌著公司發展

的里程碑，亦為公司提供更好前景，

將業務推上更高層次。將公司上市

有莫大益處，其中包括為公司未來

發展引入新的資金來源；對私募股

權投資者來說，將公司上市則是上

佳的退出策略，分享對公司曾作出

的貢獻及投資成果。

然而，上市程序極具挑戰性，當中需

要很大程度的承諾，並要按既定時

間逐步完成工作。在首次上市過程

中每個階段都能夠有良好規劃，是

成功的必要元素。為確保貴公司的

資源不致浪費並影響日常業務，您

需要有熟知上市程序的專業顧問從

旁協助。這些專業人士對首次公開

招股擁有豐富經驗，並能夠預先洞

悉問題所在，助您盡早解決疑難。

作為合作夥伴，羅兵咸永道有讓您

值得信賴的專家團隊，在本地和國

際性公開招股、上市和私人配售項

目方面，都擁有豐富經驗；以籌集資

金總額計算，羅兵咸永道香港更在

過去十年，於香港交易所位列第一。

我們對不同的監管制度、上市規則

和上市程序有深厚認識，為有意在

全球各主要資本市場，如香港、上

海、深圳、新加坡、倫敦和紐約籌集

資金的公司，提供高價值的服務。

羅兵咸永道與您一起，踏上成功的

每一步。

上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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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出上市的決定後，閣下在上市前期這關鍵的過程中，有很多重要事項需要考慮。在這個階段，申報會計

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引領閣下作周詳考慮，面對各種問題，為閣下公司的首次上市集資作好準備。

上市前

貴公司擁有良好的往績記錄﹐極佳的業務前景，貴

公司有意籍上市以籌集資金並提高公司聲譽，但卻

不知從何入手。此時，貴公司的業務可能以多家股

權架構不同公司經營。某些業務可能不會納入上市

計劃中，故此需要分拆出來。在上市前進行集團重

組，是十分普遍的，這樣可以精簡集團架構，並將所

有相關的業務併入單一上市實體內。

此外，公司在上市前可能會有融資需要。有些公司

在此階段或會尋求創投基金或策略性投資者，一方

面取得融資，而另一方面獲得業務上的經驗指導。

從一開始，貴公司在上市前階段貫徹的努力，對成

功首次上市至為重要；而一個合適的專業諮詢者，

更能起正面作用。

羅兵咸永道可提供的協助

• 評估公司是否具備上市的條件，確定潛在上市問
題，檢查集團重組的會計處理，並對股東及公司
必須作出的行動提供建議﹔

• 就可供選擇的資本市場、資金籌集的可行性提供
策略性意見，並推介策略性投資者﹔

• 提供一系列的稅務服務予股東及公司，並協助上
市業務和營運架構達致更佳的稅務效率﹔

• 就首次公開招股的監管規定和上市流程提供意
見，與貴公司共同制訂處理上市流程的可行策略﹔

• 審閱與財務滙報流程有關的主要內控程序，提供
改善建議以提升該等程序的有效性。

上市過程

決定上市業務
評估首次上市
的準備情況

決定上市

投資故事 哪一個市場 業績紀錄
策略性
投資者

集團重組 稅務
公司管治

及內部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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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經開始了首次公開招股的流程，並組成了專責

招股項目的內部工作小組，應付上市要求。在此階

段，您也應該已委任各方的專家負責首次公開招股

項目，例如保薦人、包銷商、申報會計師、律師和估

值師等。

在這些專業人士的協助下，貴公司可以開始編製發

售文件和申請上市。監管當局會審閱發售文件初稿，

並會在審批過程中作出提問，直至最後批核招股文

件為止。其後貴公司便可以開始進行路演推銷股份，

最後將公司上市。

羅兵咸永道可提供的協助

• 推介專業團隊，並代貴公司管理上市流程、協調各
方以確保在限期前完成工作；

• 擔任申報會計師，並對往績財務數據和預測財務
資料（如適用）執行適當程序；

• 擔任內部控制和企業管治的諮詢顧問，並就內控
和企業管治架構提供適當建議；

• 提供會計諮詢服務，及/或將財務報表由當地會
計準則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上市過程中

組成內部
工作小組

編製發售
文件

策略性
投資者

路演 
（公開招股與
私人配售）

上市

監管機構
審閱

發售文件

通過上市
審批

委聘專家
團隊

決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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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在上市後仍需面對挑戰。公司在上市後將面

臨更為嚴格的公眾監察，需要不時向投資者披露最

新資訊。

監管機構亦規定上市公司必須在預定期限內刊發和

向股東提供中期報告和年報。貴公司因而必須有充

足的財務報告系統以應付持續的申報規定。

羅兵咸永道可提供的協助

• 擔任貴公司的核數師，定期執行審計/審閱，並向
股東、董事和審核委員會報告；

• 協助貴公司尋找及執行收購合併機會；

• 就會計準則、財務報告、企業管治、上市規則和其
他適用監管事項，提供及分享最新發展情況和變
更的資訊；

• 擔任內控和企業管治顧問，審閱公司情況以提供
改善建議；

• 就公司進行的資本市場交易擔任申報會計師，這
些交易包括供股、重大收購和其他交易等。

上市後

持續合規投資者關係

加強公司
管治

財務及
監管匯報

收購合併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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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永道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及台

灣事務所已根據各地適用的法律協作營

運。整體而言，員工總數超過27,000人，
其中包括超過1,000名合伙人。

我們擁有廣泛的業務經驗、專門知識和對

架構重組、收購合併和監管事宜等之相關

技能。我們也是稅務專家，為衆多上市集團

和跨國企業提供稅務諮詢服務。

我們具有廣泛而深厚的業務知識和專門技

能。以數目和/或市值計算，我們曾多次於

香港上市申報會計師工作所佔的份額是最

高的。以市值計算，我們的審計客戶上市市

值在香港、上海A股上市公司及新加坡首

100大公司所佔的份額均擁有領導地位，其

中於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佔超過一半。我

們的會計專業意見、支援工具、指導和培訓

都足以提升貴公司財務報告的質素。

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 
新加坡專業服務領域的翹楚

羅兵咸永道的優點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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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以下簡稱“中注

協”）近日發布了《2019年度業務收入前100家會計

師事務所資訊》。羅兵咸永道以56.4億元的年度業務

總收入連續第十七年排名第一。這是中注協建立前百

家資訊發布制度以來，第十七次發布前百家事務所資

訊。取得這一成績，充分顯示了市場及客戶對於羅兵

咸永道服務和能力的信賴與認可。這前百家資訊，是

依據會計師事務所年度業務收入排序，同時公佈會計

師事務所業務收入結構、與會計師事務所統一經營的

其他專業機構收入、註冊會計師數量、從業人員數

量、分所數量、所屬的同一國際會計網絡和國際會計

聯盟的成員情況，以及會計師事務所和註冊會計師最

近三年受到的處罰和懲戒情況。

另外，在2020年科創板落地一周年之際，羅兵咸永道
以綜合服務能力、服務企業總市值第一、服務企業募

資總額第一的好成績，獲評“2020科創之星”，成為
唯一獲獎的會計師事務所。

33個辦事處

中國內地、香港、台灣、

澳門和新加坡共超過僱員

27,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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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6月30日

西歐 

90,462人

美洲

72,129人

亞洲

80,354人

中東及非洲

16,546人

中歐及東歐

14,422人

澳洲、
新西蘭及

太平洋島國

10,345人

環球覆蓋
羅兵咸永道是全球最大的專業服務機構之一，擁有無出其右的環

球網絡，凝聚各地專才的智慧、價值和服務，為客戶提供世界級的

宏觀思維理念。

全球僱員人數

28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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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聯繫的資本市場服務團隊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在本地和國際性的公開招股、上市和私人配售項目方面，都

擁有豐富經驗。為協助我們的客戶在主要股票市場上成功籌集資金或完成資本市場

交易，我們組建了多個不同的資本市場專家小組，就不同的監管機制、上市規則和相關 
規例提供支援。

中國內地/香港資本市場服務組是環球資本市場專家網絡的一員，由專家組成核心小組，

為客戶提供有關中國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交易各個範疇的服務。服務包括向客戶提供

有關籌備成為上市公司的意見，選擇合適的市場和顧問團隊，就集團重組、會計和監管

事宜等提供專業意見，並擔任申報會計師。

資歷簡介

羅兵咸永道獲 Brand Finance 於2016年評為全球十強商業品牌。

多年來我們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新加坡擁有龐大的市場佔有率（以籌集的資金總數

計）。例如，在過去十年間，我們為約30%在香港主板上市並集資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擔

任申報會計師。作為資本市場的領袖和先鋒，我們也是首家H股和香港GEM首家上市公司

的申報會計師。曾協助上市的公司中，今日大多仍然是我們的客戶。

我們熱切期待為閣下竭誠服務。

環球首次上市中心

歐洲及非洲
首次上市
中心

美洲地區
首次上市
中心

各國的資本
市場服務組
及專家團隊

亞洲及澳洲
首次上市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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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瞭解羅兵咸永道的服務，敬請致電以下各辦事處：

北京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 

東三環中路7號 

北京財富中心寫字樓A座26樓 

郵編: 100020 

電話: +86 (10) 6533 8888 

傳真: +86 (10) 6533 8800

長沙

中國長沙市開福區芙蓉中路一段109號 

華創國際廣場2號棟19樓1918室 

郵編: 410008 

電話: +86 (731) 8633 7000  

傳真: +86 (731) 8633 7010

成都

中國成都市武侯區人民南路四段3號 

成都來福士廣場塔1棟26樓04室  

郵編: 610041 

電話: +86 (28) 6291 2188 

傳真: +86 (28) 6291 2088

重慶

中國重慶市渝中區鄒容路68號 

重慶大都會東方廣場19樓1905室 

郵編: 400010  

電話: +86 (23) 6393 7888 

傳真: +86 (23) 6393 7200

中壢

中壢市320環北路400號22樓之1 

電話: +886 3 4225000  

傳真: +886 3 4224599 

大連

中國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147號 

森茂大廈8樓 

郵編: 116011 

電話: +86 (411) 8379 1888 

傳真: +86 (411) 8379 1800

廣州

中國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 

珠江西路10號 

普華永道中心18樓  

郵編：510623 

電話 : +86 (20) 3819 2000 

傳真 : +86 (20) 3819 2100

海口

中國海南省海口市龍華區濱海大道32號

復興城E區國際離岸大廈404室  

郵編: 570105 

電話: +86 (898) 6860 8888  

傳真: +86 (898) 6860 8800

杭州

中國杭州市江幹區錢江路1366號 

華潤大廈A座1301室 

郵編: 310020 

電話: +86 (571) 2807 6388  

傳真: +86 (571) 2807 6300

合肥

中國合肥市蜀山區潛山路111號 

華潤大廈B座4306室 

郵編: 230022  

電話: +86 (551) 6488 4688   

傳真: +86 (551) 6488 4600

香港

中國香港中環太子大廈22樓 

電話: +852 2289 8888  

傳真: +852 2810 9888

新竹

30075 台灣新竹市科學園區 

工業東三路2號5樓 

電話: +886 (3) 578 0205 

傳真: +886 (3) 577 7985

濟南

中國濟南市市中區二環南路6636號 

中海廣場1801室 

郵編: 250002 

電話: +86 (531) 6879 4988 

傳真: +86 (531) 6879 4900

高雄

80048 台灣高雄市新興區 

民族二路95號22樓 

電話: +886 (7) 237 3116 

傳真: +886 (7) 236 5631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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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中國昆明市五華區崇仁街1號 

招銀大廈1703室 

郵編: 650021 

電話: +86 (871) 6553 5988 

傳真: +86 (871) 6553 5900

澳門

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320號 

澳門財富中心14樓G 

電話: +853 8799 5111 

傳真: +853 8799 5222

南京

中國南京市鼓樓區中央路201號 

金茂廣場南塔12A01室 

郵編: 210009 

電話: +86 (25) 6608 6288 

傳真: +86 (25) 6608 6210

寧波

中國寧波市江東區民安東路268號 

寧波國際金融服務中心E座1203室 

郵編: 315040 

電話: +86 (574) 8187 1788 

傳真: +86 (574) 8187 1700

青島

中國青島市市南區延安三路234號 

海航萬邦中心1號樓37樓 

郵編: 266071 

電話: +86 (532) 8089 1888 

傳真: +86 (532) 8089 1800

上海

中國上海市黃浦區湖濱路202號 

領展企業廣場2座 

普華永道中心11樓 

郵編: 200021 

電話: +86 (21) 2323 8888 

傳真: +86 (21) 2323 8800

瀋陽

中國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1-1號 

市府恒隆廣場辦公樓1座2717室 

郵編: 110063  

電話: +86 (24) 8615 6588 

傳真: +86 (24) 8615 6500

深圳

中國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5016號 

京基100-A座34樓 

郵編: 518001 

電話: +86 (755) 8261 8888  

傳真: +86 (755) 8261 8800

新加坡

新加坡 048424郵區 PwC大廈,

克羅士街八號十七樓  

電話: +65 6236 3388 

傳真: +65 6236 3300

蘇州

中國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蘇州大道西9號 

兆潤財富中心西塔42樓02室

郵編: 215021

電話: +86 (512) 6273 1888

傳真: +86 (512) 6273 1800

台中

40757 台灣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402號12樓 

電話: +886 (4) 2704 9168 

傳真: +886 (4) 2254 2166

台南

70151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395號12樓 

電話: +886 (6) 234 3111  

傳真: +886 (6) 275 2598

台北

11012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電話: +886 (2) 2729 6666 

傳真: +886 (2) 2729 6686

天津

中國天津市和平區南京路189號 津匯廣

場2座36樓 
郵編: 300051 
電話: +86 (22) 2318 3333 
傳真: +86 (22) 2318 3300

武漢

中國武漢市 

江漢經濟開發區江旺路8號 

紅T時尚創意街區6棟3樓04室 

郵編430000 

電話: +86 (27) 5974 5818 

傳真: +86 (27) 5974 5800

西安

中國西安市南關正街88號 

長安國際中心D座7樓 

郵編: 710068 

電話: +86 (29) 8469 2688 

傳真: +86 (29) 8469 2600

廈門

中國廈門市思明區鷺江道8號 

國際銀行大廈10樓E室 

郵編: 361001 

電話: +86 (592) 210 7888  

傳真: +86 (592) 210 8800

鄭州

中國鄭州市鄭東新區金水東路51

號 楷林商務中心北區8座15A12室 

郵編: 450046 

電話：+ 86 (371) 6197 6988 

傳真：+ 86 (371) 6197 6900

珠海

中國珠海市香洲區銀灣路1663號

珠海中心大廈2303室

郵編519030

電話: +86 (756) 2721 588     

傳真: +86 (756) 2721 500



本文僅為提供一般性資訊之目的,不應用於替代專業諮詢者提供的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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