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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诺集团是由独立会计师、律师和咨询师事务所组

成的国际联盟。毅诺集团拥有约180个成员

机构，200多个办事处，分布于80多个国家，

致力于满足成员及客户的本地与跨国需求。

连接全球

专业人才
志同道合的



分享促进进步

成为毅诺集团成员后，各独立事务

所即有机会与其他事务所中志同道

合的专业人士合作，一道提供最优

服务，于国内、区域乃至全球开拓

客户。

工作无国界

我们的成员精诚协作，开诚布公，

业务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因而能在

国内、区域乃至全球为客户提供个

性化支持。

我们不同于其他协会及网络的地方

在于，毅诺集团成员不只是提供单

一的业务，还能通过我们的会计

师、律师与咨询师事务所联盟，为

客户提供丰富的资源，种类之多唯

有超大型事务所方能企及。

我们的成员实力强大，能够为客户

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

会计服务： 

• 会计

• 鉴证与审计 

• 公司与个人税务 

合规及筹划

• 薪资服务

• 公司财务 

• 房地产筹划规划 

• 房地产筹划

• 代理记账

• 信息技术 

• 管理咨询 

• 接班人规划

法律服务：

• 公司与并购

• 信息技术

• 知识产权／商标

• 国际贸易

• 劳工与聘用

• 诉讼、调解与仲裁

• 房地产

关于毅诺集团

毅诺集团是由独立会计师、

律师和咨询师事务所组成的

全球联盟。

集团成立于1979年，目前业务

版图已覆盖各大洲。

“分享、奉献、合作”的文

化，是我们的精神和行动的

基石。

热情
诚信
卓越

提供能量、动力和决心来支持业务增长。

作出公正、诚实、可靠的选择，始终如一。

以高效而有效的方式提供顶级服务，超越客户预期。

成员与集团管理层恪守以下三
大业务原则：



要想成为会员，每间事务所均需进

行全面的申请筛查流程，包括评估

事务所最近的同行评审或执业证

书。还将进行现场评核，作为申请

流程的一个环节，并在此后定期复

核。

在入会后，每个成员事务所将继续

接受评估，以确保他们能够保持客

户服务的高标准。因此，我们的成

员在各自市场无一不是声誉良好、

富有远见。

加入毅诺集团让事务所能够结识其

他地区中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从

而吸引并保留业务。成员于技术和

实务管理层面交流、参照和分享知

识诀窍与最佳实践。

作为全球领先的专业事务所国际联

盟，加入毅诺集团将能够获得独一

无二的全球性知识与资源，接触开

拓发展国内外商机的平台，从而为

您打开一片新天地。我们不仅鼓励

成员把握本土市场的商机，更希望

他们能够在所有地区寻找分享知识

与开拓业务的机会。 

成为会员

毅诺集团汇集了一群信奉以

人为本之理念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成员倍加重视人这个

因素，由此增强与客户及其

他成员的关系，建立长期而

良好的业务关系与友谊。

逾180家成员事务所，
约200个办事处
遍布80多个国家



为会员创造价值

加入毅诺集团将令事务所受益匪

浅，其中部分潜在益处包括：

• 打入全国、区域及国际市场；

• 结识其他地区中奉行类似专业与

客户服务高标准的志同道合的专

业人士；

• 获得高质素的业务介绍；

• 吸引／保护／保留客户业务；

• 于技术和实务管理层面交流、参

照和分享知识诀窍与最佳实践；

• 参加全球、区域及分区域的会议

与培训计划；

• 员工交换实习计划；

• 携手其他成员联合竞标。 

会员益处

加入毅诺集团，让独立事务所能够

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我

们的成员事务所均经过精挑细选，

与这些事务所中志同道合的专业人

士合作，他们带来的本地知识与客

户关注文化往往会成为赢得或保留

业务的关键因素。

成员能够享受一系列成员专享计划

及福利，这些计划与福利旨在提高

职员的知识与技能，提升业绩及业

务利润率，拓展客户服务的宽度与

深度。

为何入会？

“着手全球版图布局，我们认

为首先必须要加入一个全球性

的事务所联盟。成为毅诺集团

的一员，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正是因为集团，我们才有机会

加入一个联盟，才有机会与全

球各地的人才建立专业联系与

私人往来。”

“毅诺集团提供最佳服务，以

本地运作辐射国外市场。这些

治理原则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协

助智利企业以及在智利有投资

或对智利感兴趣的外国公司”

墨西哥 Villegas & Villegas， 
小吉列尔莫·比列加斯 
（Guillermo Villegas Jnr）

智利 Advisors in Management， 
鲁迪·巴斯克斯（Rudy Vásquez）

逾180家成员事务所，
约200个办事处
遍布80多个国家

“我们的事务所在本地市场已

颇具规模，对我们而言下一步

是加入一个国际性联盟。我们

出席了圣地亚哥的全球会议，

借此了解了集团的宗旨，对成

员事务所的出类拔萃（更不用

说这些事务所派出的代表）以

及集团的管理水平赞叹不已。

成为毅诺集团的一员，我们感

到荣幸之至，相信这不仅将使

我们自己得到提升，更会让我

们的客户受益匪浅。”

“我们加入集团，是为了能够

给我们的客户群提供支持及

咨询意见。随着海外交易的盛

行，子公司的相继成立，以交

易或投资为目的的海外资产

收购的部署，企业及企业主的

事务日益复杂。能够与各区域

的专业团队合作，让我们能够

以全球眼光为客户提供咨询

意见，在开拓新业务时更具竞

争力。”

加拿大Vohora& Company， 
合伙人杰里米•皮尔斯 
（Jeremy Pierce）

英国Smith Cooper，艾德·桑德斯
（ Ed Saunders）



国际经验，本地运营

无论是目前已经拥有国际业务的企

业还是考虑进军新市场的企业，了

解当地经济与文化均具有重要意

义。 

我们将会计师、律师及咨询师事务

所汇集在一起，营造 “一站式服

务”氛围，让毅诺集团成员事务所

能够为客户提供多种的专业支持。

成员事务所在合伙人领导下提供服

务，为每位客户安排固定的联络

人，以便更好地了解客户的业务需

要。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仅仅是

采用单纯的业务处理模式，毅诺集

团旗下成员更多采取顾问式服务模

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客户的业务和

需求，构建长久的业务关系。

于本地、区域乃
至全球为客户提
供支持

“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于我们成

立跨国公司颇有助益，他们对

于国际事务具有深刻理解，在

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为我

们提供指导。”

北美泰德·贝克（Ted Baker）

各成员事务所可于国内、区域以至国

际无缝对接，统筹兼顾，为客户提供

丰富多样的服务，帮助客户在世界各

地开拓商机，扩展市场，善用经济

繁荣之利。

独立性与品质是关键。

各成员事务所均为独立法律实体。

作为申请流程的一个环节，成员需进

行全面筛查，并接受定期评估，以

确保高专业水准。因此，我们的成

员在各自市场无一不是声誉良好，

富有远见。

“我们十分看重公司经审计财

务报告的质量与可信度，因为

我们的银行、股东及海外合伙

人会反复审阅。毅诺集团是独

立专业事务所顶级全球联盟，

作为该联盟的成员之一，K.G 
Tan & Co.奉行严格的审核流

程，资历深厚，往绩卓著。毅

诺集团在80多个国家设有200
多个办事处，让海外投资变得

更加简单易行。”

“与毅诺（毅诺集团的伦敦会

计事务所成员）联合，我们公

司以及我发现的一个主要优

势在于，他们拥有一个由关联

事务所组成的全球性联盟，这

些关联事务所能够在本土法

律与会计知识方面给予协助，

并且热心关注我们的业务进步

与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接触到

了不少毅诺及毅诺集团成员

事务所，他们对于推动Unibet

成长为一间国际性集团作出了

不小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毅

诺及毅诺集团成员事务所提

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此我们

深表感激。”

Infocom and Security Systems总监辛格
（S.M. Singh）

Unibet 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人安德斯·
斯托姆（Anders Storm）



北美泰德·贝克（Ted Baker）



毅诺集团 
C8 The Brickyard, Steep Marsh,  
Petersfield, Hampshire GU32 2BN
United Kingdom

免责声明
毅诺集团是由独立会计师、律师和咨询师事务所组成的全球联盟，成员仅对各自的工作或在其指示下及以其名义开展的工作负责。成员概不对其
他成员的工作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毅诺集团是一家根据英国法律注册并担保的有限公司 (3376647) 注册地址为 C8 The Brickyard, Steep Marsh, 
Petersfield, Hampshire GU32 2BN 英国.

+44 (0) 203 330 0110
+44 (0) 870 870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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