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愿景
携手并进，与您腾飞

艾升集团作为一家值得信赖的独立资产评估和企业咨询
公司，坚持以专业的知识和服务，为客户商业决策提供
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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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EO 寄语

麦沛霖
总 裁  
作为艾升集团的总裁和创始人之一，麦沛霖先生带

领公司发展壮大，先后在香港、新加坡、深圳设立

分支，为超过400家行业领先的公司客户提供服务。 

麦先生于2004年成为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并分别

于 2013 年和 2014 年成为澳大利亚注册管理会计师及

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协会会员。他还在2016年获得

了美国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会计

基础认证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G4证书。 

麦先生在业内拥有广泛影响力，曾担任香

港华人会计师公会、澳大利亚会计师公

会和香港中文大学等专业和学术组织的

演讲嘉宾。他对环境和知识产权等公益

事业充满热忱，现担任香港环保组织地

球之友董事和香港国际知识产权商业协

会主席等职务。 

麦沛霖先生于1995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取得数学与计算机本科学位，并于2001年被

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修读管理科学和工程

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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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寄语

艾升集团成立至今，已超过十个年头。 

艾升的开端可以追溯到 2008 年。当时我在一家香

港评值公司任职，但这家家族企业的陈旧、迂腐

的管理方式让我不敢苟同。我在科技方面的教育

背景使我深信，通过技术，必然能找到更多现代

化和高效率的经商之道。虽然历处自上世纪美国

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我毅然决定另

辟蹊径，在 2008 年 9 月成立自己的估值公司。 

我很荣幸袁绍槐、吴龙昌和杨孝文三位我曾有幸

共事的同仁能够加人公司，组成一支拥有工业、

技术、环境科学、独立评估等多元化背景的专业

团队。多样的专业背景，使得我们足智多谋，灵

活善变，能够在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抓住机    

遇，并迅速行动。 

随后在2009 年， 已故传奇商人何东先生的曾孙    

何酞濒先生加人艾升集团，并担任主席。何先生

给我们带来了他在商界积累多年的宝贵经验，同

时为我们赢得最早期的一批客户打下了基础。很

遗憾，何先生于 2016 年安详辞世，但他的辉煌成

就，他的仁爱和智慧，将一直伴随艾升走下去。 

艾升集团成立之初就已明确其唯一愿景：与客户

建立长远的合作关系，共创繁荣。十多年来我们

矢志不渝、同舟共济，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这一愿

景而努力。正如史蒂夫•乔布斯所言，成就大事的

唯一方法，就是热爱自己所做的事。艾升集团也

秉承这样的工作态度。核心团队的稳健和忠诚，

为艾升集团十多年来的蒸蒸日上保驾护航。 

公司现已在香港、中国内地、新加坡三地设立办

公室，为超过400家领先公司客户提供资产评估

和 咨询服务。

艾升集团将坚定实现公司愿景的决心，以优质服 

务，为客户达成所愿。 

携手并进，我们将协助您征服一个又一个高峰。 

携手并进，我们与您一同腾飞。



袁绍槐先生于2008年获得特许金融分析师认证

资格，并于2007年成为由美国全球风险管理协

会颁布的金融风险管理师证书持有人。在加入

艾升之前，袁先生曾任永利行评值顾问有限公

司经理和副总监等职务。 

袁先生在业内享有广泛声誉，曾获邀于香港会

计师公会、香港特许秘书公会、香港浸会大学、

新加坡测量师与评估师学会和马来西亚财政部

等各大学术、专业和政府机构发表演讲。 

袁先生 1981 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并获颁机电工程

学士学位，1987 年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商业管

理文凭，并于 1999 年从爱尔兰国立大学获得金

融硕士学位。

袁绍槐 
资 产 评 估 总 监  

杨孝文
企 业 咨 询 总 监  

杨孝文先生获得香港理工大学财务硕士学位，

并是一名获认证的澳大利亚注册管理会计师和

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 

杨先生早于 1988 年开始便参与香港环保工作，

曾任绿色力量环保组织执行董事，1993到 

1995年曾获联合国环保部门资助在中国大陆进

行环保项目，1995年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成立

龙岗生态村。 

杨先生从 2002 年开始踏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

在非牟利组织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担任副

总监一职。2004到2008年，杨先生在一所专

注投资中国环保项目的私募基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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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管理团队



吴龙昌 
科 技 咨 询 总 监  

杨英伟
物 业 估 值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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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昌先生是艾升科技有限公司总监，并担任

艾升集团商业评估主管等职务。

在加入艾升集团之前，吴先生在北美和亚太地

区 — 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电信领域 — 积累了全

球化领导和管理经验。 

吴先生分别于 1986 年和 1989 年在加拿大西门

菲莎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还从澳大利

亚管理会计师协会获得注册管理会计师 (CMA) 

证书，并自 2016 年起担任 CMA 协会的战略发

展委员会副主席。 

杨英伟先生是艾升集团物业估值的主管，对香港

和内地的房地产市场有资深见解。

在过去的20年内，他先后任职仲量联行、戴德

梁行和莱坊等房地产顾问公司，负责项目评估、

估值以及交易等业务，还参与了香港房屋委员会

的商场出售项目（领展）。 

杨先生为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香港测量师

学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等

行业协会会员，也是测量师注册管理局的专业注

册测量师和澳大利亚注册管理会计师。

他拥有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的金融硕士学位和

英国东伦敦大学的土地管理学士学位。





发展足迹
今日

2015 年
10 月
艾升集团的发展足迹拓展到深圳，
设立了艾升（深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艾升集团在新加坡设立艾升评值咨询有限公司。

2008 年
9 月
艾升集团由麦沛霖、袁绍槐、吴龙昌和杨孝文四位 
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开始为上市公司提供资产评 
估服务。 

2016 年
4 月

艾升集团与中国领先的企业社会责任咨 
询公司商道纵横结成商业联盟，携手为 

客户提供可持续发展咨询服务。 

2014 年
2 月

艾升集团的企业咨询板块扩张，开始为上市公司客 
户提供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咨询服务。 

2011 年
7 月

艾升集团成为 FINCAD 经销商，并开始为各类
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艾升集团一如既往地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的浪潮中，为企业带来最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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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艾升



艾升概览



我们的服务 
我们提供的不仅是评估，更是您的最优决策。 

艾升集团拥有行业领先的资 
产评估服务： 

商业评估： 

审阅和判定供出售公司的价值，为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和企业并购等事务提供可靠参考。 

金融资产及负债评估： 

提供准确的金融工具估值，以符合会计准则和监

管要求。 

房地产及机器设备评估： 

为客户的物业和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提供独立的

估值服务。 

自然资源与生物资产评估： 

提供自然资源和生物资产精准估值这一挑战性任

务。

艾升提供最优质的企业咨询
服务： 

环境、社会及管治咨询：

利用您在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助您从同行中脱颖 

而出。 

企业风险管理咨询： 

识别并量化风险，为您的企业保驾护航。 

交易咨询： 

突出优势，达成最有利的交易。 

艾升先进的技术咨询服务包
括：

金融管理解决方案：

为您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行业标准软 

件 FINCAD。 

航空拍摄：

利用无人机等尖端的航拍设备来监控您的项目。

专利搜寻分析：

为您在感兴趣的领域搜寻专利详细信息，提供宝 

贵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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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选择艾升 13

为什么选择艾升

 明镜明察
艾升是您每个重要决策的最有力后盾 

「 艾 升 集 团 的 精 英 团 队 将 会 发 挥 我 们 的 专 业 优 势 和 丰 富 经
验，为企业提供精准可靠的评估和咨询服务。」 

麦沛霖 

艾升集团总裁 

艾升集团致力于为您提供独立、及时、专业的意 

见和服务，将最需要的信息呈现给您，以支持企

业制定商业策略和高效运营。 

敏锐的商业触觉，丰富的专业经验 

艾升的精英团队汇集了金融、会计、房产测算、 

工程、环境科学和风险管理多个领域的专业人

才，将以丰富的跨行业经验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同

时，您能通过我们精心经营的专业和商业人士关

系网络，获得无可比拟的资源共享，这对正寻找

投资者或潜在收购项目的客户尤为重要。 

经济环境瞬息万变，优质服务一如既往 

艾升绝非孤立运作。我们的跨学科团队携手合

作，为客户提供著眼大局的全面服务，协调不同

程序，沟通各方人士。通过制定计划及监控项

目进展，艾升确保高效和优质的结果。 



资产评估
洞悉至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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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瞬息万变、竞争日趋激烈的商业环境下，无论要实现上市、达成交易或实现其他商业目标，精确、 

独立、透明的价值评估都至关重要。 

艾升的估值服务可为您以下的商业目标发挥作用： 
财务报告 

首次公开募股项目 

内部参考

诉讼支持 

企业兼并与收购 

为何需要估值？
「 精 确 的 价 值 评 估 是 实 现 目 标 的 关 键 。 艾 升 全 面 的 估 值 服
务将涵盖您的所有需要。」 

袁绍槐 

艾升集团资产评估总监 

财务报告

首次公开募股项目 

内部参考

诉讼支持 

企业兼并与收购 



艾升的专业服务 我们为客户量身定制公正、全
面和协作的估值服务，协助客户 作出更优的决

策。 

艾升的专业服务
我们为客户量身定制公正、全面和协作的估值服务，协助客户
作出更优的决策。 

公正 
艾升集团的专业执业人员利用丰富的行业、商业和
技术经验，提供公正且符合国际标准和监管规定的
估值服务。我们在全力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依然
秉持著作为一家独立估值机构的行业道德和素养。 

周详 
艾升将为客户提供周详的报告和证书，以向客户阐
明评估基础和评估方法，以及进行评估时的假设、 
考虑因素、产权调查和限制条件。 

协作
艾升集团可以代表客户在多个司法管辖地与不同专
业人士协调，以达到客户的预期效果。这是我们服 
务的关键价值。 



艾升集团始终坚守我们对透明服务的承诺。我们深信，估值服务

必须以专业和透明的方式进行，而我们承诺将全力、及时地支持

和配合客户的内部和外部审计要求。 

透明服务承诺 
精益求精



奉上述理念为圭臬，艾升集团致力为您提供以下评估服务： 

商业评估及无形资产 
艾升集团协助客户确定无形资产或一家企业的经济价值。我们商业估值服务范围涵盖多个领域和估值方 
法，我们可以协助客户计算业务的公允价值，为客户财务报告、出售资产值、建立合作伙伴以及企业并
购等商业行为提供最公平精准的参考。 

艾升的业务专长涵盖以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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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业 建筑业 农业、林业和渔业 制造业 

「 从马达加斯加到毛里求斯，艾升集团都是我们值得信赖的资产评估及其他 服
务提供商。」

- 锦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黄伟桄先生 

 批发贸易 交通运输业  电气业 卫生服务业 

 零售业 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Financial 
Deri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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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及负债估值
企业发行金融工具，以满足资金需求，或激励重要员工，股东及合作方为企业做贡献。艾升集团根据既
定的会计准则和监管要求，提供对金融工具的独立估值。 

「 艾升集团为我们确定购股权的公允价值。除了他们专业的服务态度之外， 他
们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也让我们惊喜，通过在紧迫的期限内处理各个问题， 为
我们创优增值。艾升集团出色的表现和他们提供的有力支援给我们留下了 深
刻印象。」
 -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兼财务总监 张颂仁先生 

 员工购股权、认股权证评估 可换股债券、本票评估  财务担保评估 

 金融衍生评估  长期服务金评估  增值借用费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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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及机器设备估值
艾升拥有丰富经验，出具的公允价值评估报告能符合客户对 IPO 和合规监管的要求。 

艾升的评估服务涵盖以下范围:

「 与艾升集团合作的过程十分愉快。他们为我们提供客观的资产评估意见。 他
们的服务不仅专业高效，而且节省成本。他们的团队具备广博的房产知识和
极高的工作热情，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我们绝对乐意将艾升集团推荐给其他
公司。」

- 冠忠巴士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兼财务总监 陈国基先生 

酒店 
工业大厦 
库存品 
地块 
办公楼 
生产厂房和机器设施 

公共设施 
住宅 
店铺 
购物商场 
其他 



英国
物业： Atlantic House
类型： 办公室
客户： 宏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用途： 通函披露

日本
物业： Sky Niseko, Hokkaido
类型： 酒店
客户： 宏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用途： 财务报告

澳大利亚
物业： 25-31 Keysborough Avenue
类型： 工业
客户：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用途： 财务报告

新加坡
物业： Link@AMK
类型： 厂房
客户： 坤集團
用途： 首次公開招股

香港
物业： 康健科技中心
类型： 办公室
客户： 康健国际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用途： 财务报告

澳门
物业： 发展工地
类型： 酒店
客户：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用途： 财务报告

中国
物业： 大明宫建材家居商城东三环店
类型： 零售商铺
客户： 普汇中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用途： 财务报告

印度
物业： An Industrial Complex, Humachal Pradesh
类型： 工业
客户： 光宇國際集團科技有限公司
用途：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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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在不同地域的物业估值经验：



原木

自然资源与生物资产评估
由于自然资源和生物资产评估参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确定这类资产的价值常常是具有挑战性的。 艾
升集团深知这类估值对于公司财务报表和投资决策的重大影响，以专业视角和丰富经验为您提供卓越
服务。

 

矿资源估值

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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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升集团是为我们提供评估和咨询服务的长期合作伙伴，双方尤其在各地
区多种物种的生物资产估值上合作密切。无论是资产收购还是合规报告，多
年来他们专业、敬业的团队帮助我们在紧迫时间内完成各种高难度任务。我
们非常高兴与艾升集团合作，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 中国宝沙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财务官 丁亮先生 

艾升的自然资源和生物资产估值的范围包括：



IPO 个案
我们在IPO项目中的行业专长包括建筑业、食品生产、安保服务和制药业：

年份 企业名称 行业

2019 坤集團有限公司 電機工程服務供應商

2018 ISP Global Limited 音響及通訊

2017 榮智控股有限公司 建筑

2016 聯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建筑

年份 企业名称 项目 具体内容

2019 光宇國際集團科技 非常重大的出售 非常重大地出售附属公司权益
 有限公司 

2018 浪潮国际有限公司 主要及关连交易 建议收购附属公司之 76%权益

2017 航标控股有限公司 须予披露交易 收购目标公司已发行股本 51%，涉及根据
     一般授权发行新股份

2016 朗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关连及须予披露交易  涉及对皓天控股有限公司第二批股份认购及
     相互担保协议 

并购项目商业评估客户精选

年份 企业名称 项目 具体内容

2018 日成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交易 主要收购目标公司已发行之 55%权益

2017 宏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交易 主要交易：出售Plan Link Limited之 51%权益

2016 新銳醫藥國際控股 须予披露及关连交易 收购物业
 有限公司

2015 华讯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交易 收购物业

并购项目物业估值客户精选

丰硕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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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咨询
为您开拓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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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咨询 
可持续发展全球大潮势不可挡。我们助您完美驾驭。 

「今时今日，环境、社会及管治作为公司偏好因素是投资者的
重要考量。」 

杨孝文 
艾升集团企 业咨询总监 

您为何需要可持续发展咨询？ 
在评价一个企业的长期价值时，一个有野心的投资分析师常常会问：除了财务指标外，还有哪些其他因
素会使本公司的业绩在业内脱颖而出。 

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已成为全球趋势，而艾升集团在帮助企业制定环境、社会及管治（ESG) 
最佳方案上极具优势，帮助企业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在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服务里，艾升成功为客户识别
了各类职业安全隐患，例如： 
一位客户在十五米高的厂房里只配置了小尺寸标准的灭火器，其射程只能达到六米。该客户必须添置高
压灭火器，并要在厂房内找出灭火器的盲点位置。 

客户主要业务为钢铁设备生产，其生产过程包含了大量的锤击环节，使得现场的噪音水平达到了 102 
到104分贝。然而，他们并没有向工人发放任何的听力护具。經我們的建議后，客戶为工人提供护耳设
备。

「 专业，恰当，精确，艾升集团满足了我们的所有需要。」

- 融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财务总监及公司秘书 李俊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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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升的优势 
我们提供广泛的 ESG 和可持续发展咨询服务，协助客户准备符合监管机构公开披露要求的 ESG 和可
持续发展报告。 

我们与国际ESG报告标准制定机构的紧密联系是我们高标准成果的保障。我们的团队作为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 (GRI) 黄金社区的成员和亚洲唯一的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SASB) 联盟成员，接受了 

GRI 标准和 SASB 标准培训。 

同时，我们对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CDSB) 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和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IIRC) 的国际
综合报告框架了如指掌。 

客户精选 

生产厂房 
艾升集团帮助我们的客户识别出许多职业安全问题，其中包括超出标准要求的噪音水平，并向客户提出 
了改进安全措施的建议。

餐饮企业 
我们协助客户寻找废食油收集者。这些收集者是生物柴油生产商，将废食油转化成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 
的生物柴油。 

「我曾与艾升集团的 ESG 团队合作。他们总是专业、勤勉和善解人意，总
能按时交付。我们对他们的优质服务印象深刻。」  

- 金榜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书 利俞琏女士 



企业风险管理 
艾升的目标是为您的目标保驾护航。 

您为何需要企业风险管理（ERM）咨询？ 
可靠的风险信息对于公司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面对金融和市场条件的必然波动性，公司需要全面而 
准确的信息来量化风险。 

我们的服务 
艾升集团提供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评估相关服务，包括： 

・根据 COSO 委员会的报告，设立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建立风险偏好表、风险识别、评估和排序流程 

・内部审计外包和协助建立内部审计功能 

・审查企业管治守则和企业管治报告披露下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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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咨询 
艾升深谙交易之道。 

艾升集团汇集了拥有各领域及地域知识的交易专才，帮助客户作出正确决策。 

我们从全面的估值和咨询经验得到的最新信息，协助客户制定退出投资策略，安排融资和协商有利的融
资条件。 

「 艾升集团在过去5年中，与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及宜兴市人民政府等保
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引荐客商、项目介绍、股权融资、企业上市等方面 
对我市的开放型经济做出了贡献。特此推荐。」  

- 宜兴市商务局 周铭新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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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
科技，您的擅长新动力。



「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深厚背景使得我们能够通过革新性的先进技
术来保持我们的领先优势。」 

吴龙昌 
艾升集团科技总监 

 

艾升科技有限公司旨在利用跨学科技术和工具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加有效和高效的服务。除了现有的业 
务，如估值服务，艾升还通过科技创新寻找新机会，扩大我们的服务范围。 

金融管理解决方案 
艾升集团是定价和风险分析工具 FINCAD 的经销商，为包括四大会计事务所在内的客户所信赖。 

自 1990 年以来，FINCAD 已成为金融分析的行业标准，向全世界 4000 多家企业提供衍生品分析工具和
服务。通过 FINCAD ，您能访问业内最全面的金融分析库。 

航拍技术 
配备了最新的无人机和相机的艾升科技也是航空摄影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我们的航空摄影可以应用于施 
工现场、地块、高层建筑等大型项目的考察，包括测量、场地规划、进度监测、研究和调查等用途。 

专利搜寻分析 
我们的专利搜寻分析服务可以为我们客户在其感兴趣的领域搜寻专利的详细信息。一份准备周全的专利 
分析报告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宝贵的见解，协助客户作出更优决策。 

「 FINCAD F3 吸引我们的地方在于它能以通用的方法对衍生产品进行建模。 
这使得我们能够对几乎任何一种类型的交易进行模拟，而不需要依赖每种金 
融工具的软件更新。」

- 安本资产管理 投资组合经理 Mr. Matthew Ly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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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精选
商业评估客户
客户 所收购公司的行业

沣裕国际有限公司 印刷

隽泰控股有限公司 工业工程

Asia Maritime 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物流

奧栢中國集團有限公司 手機遊戲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产品

宝峰时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鞋类制造

威特霸管理有限公司 玩具

中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和资产管理

中国宝沙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林业

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 汽车和自然资源

中国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

光宇國際集團科技有限公司 蓄电池

鳄鱼恤有限公司 服装

润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废物处理

云顶香港有限公司 旅游

智易控股有限公司 保险和财富管理

香港教育（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教育

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

匯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零售

浪潮国际有限公司 IT

锦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自然资源

冠中巴士集团 交通运输

朗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药剂制造

利记控股有限公司 金属贸易

权威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

金粵控股有限公司 博彩

南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传媒和金融服务

康健国际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医疗美容

联合食品控股有公司 食品

汇隆控股有限公司 珠宝

99无限公司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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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及负债评估客户

员工购股权
中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宏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宏华集团有限公司
壹传媒有限公司

可换股债券
中国云铜股份有限公司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新时代能源有限公司
星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嘉进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财务担保
世纪阳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权威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卫生集团有限公司

承兑票据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宝沙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荟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油港燃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认股权证
投融長富集團有限公司 
玖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普汇中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米兰站控股有限公司
利通太平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长期服务金
利记控股有限公司
信佳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莱尔斯丹控股有限公司

退休金
李氏大药厂控股有限公司

附条件奖励股份
壹传媒有限公司

受限制股份
香港宽频有限公司

优先股份
美泽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可转换优先股份
嘉进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远期合约
联辉实业有限公司

外汇合约
滉达富控股有限公司

无本金交割封顶比率远期合约
朝日（香港）有限公司

货币互换合约
大成生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期权
宝裕国际有限公司

应付款项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

优先票据评估
桑德国际有限公司

已抵押票据
中国宝沙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货款票据
香港教育（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货款
卓悦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中国宝沙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可交换值券
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可交换值券购买权
天誉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有担保债券
大成生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优先抵押担保票据
天健德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认购/认沽期权
朗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A股债务组成部分
利通太平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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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评估客户

客户 无形资产类型

宏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商誉减损

投融长富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关系

鳄鱼恤有限公司 商标

新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域名

新锐医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代理服务协议

星美文化旅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版权

「 我很享受在我的知识产权评估项目上与艾升集团的合作。他们专业且认
识深入。我对报告结果非常满意。」

- 香港城市大学 知识转移处副处长 林振宇先生



客户 客户

可持续发展咨询客户

亚洲先锋娱乐控股有限公司
雅仕维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霸王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濠亮环球有限公司
中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世紀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中国宝沙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神州数字新金融科技集团
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綠色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捕捞控股有限公司
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文化传信集团有限公司
润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民众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大湾区聚变力量控股有限公司
宏华集团有限公司
和嘉控股有限公司
浪潮国际有限公司
国际友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国际精密集团有限公司
K W Nelson Interior Design and Contracting Group Limited

嘉涛(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玖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顺(香港)有限公司
乐游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久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民生国际有限公司
美高域集团有限公司
民生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新宇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壹传媒有限公司
百勤油田服务有限公司
浦林成山(开曼)控股有限公司
融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
太阳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天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康健国际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致丰工业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环球实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威雅利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威扬酒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智美体育集团
悦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润利海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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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我 们
香港办公室
香港德辅道中 161-167 号香港贸易中心21楼2102室
电话：(852)3679 3890
邮箱：contact@ascent-partners.com

深圳办公室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3037 号金中环商务大厦主楼 1529 室（邮政编码：518048）
电话：(86)755 8321 0319
邮箱：sz-contact@ascent-partners.com

新加坡办公室
#14-05 Shenton House, 3 Shenton Way, Singapore 068805
电话：(65)6221 5600
邮箱：sg-contact@ascent-partners.com

咨询热线：(852)3679 3890
邮箱：contact@ascent-partners.com
网站：www.ascent-partners.com

http://www.ascent-partn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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