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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证券交易所拥有全球领先的
国际资本市场，欢迎来自全球各
地企业的加入 

300多年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在景气时期还是困难时期，这种交易

模式为新兴企业和成熟企业提供了获得股权和债务融资的途径，同

时也增强了公司的形象、流动性和可扩展性。 

 

许多海外企业（尤其是亚太区的企业）已进入伦敦资本市场并在其中
蓬勃发展。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
(Shanghai London Stock Connect) 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资本市场之一
与领先的国际市场汇集在一起。 

 

伦敦市场并非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证券交易所直接竞争。在大多数
情况下，资本市场的选择是根据拟上市企业的规模、资本要求、位置
和地域扩张计划而自由进行。潜在上市企业将需要向新投资者展示其
高质量的良好治理和潜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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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哪些企业可能对英国投资者有
吸引力。 

• 分享股票和债务在公开市场上市的
好处。 

• 了解企业如何为首次公开募股做好
最佳准备，以及所涉及的主要运营
和结构步骤。 

 

此外，还可以了解更多有关对中国企业进行海
外投资和收购或进入海外合资企业的支持。此
类交易将有助于国际企业在伦敦的AIM和主要
市场筹集资金。 

您可借此机会邀请可能有兴趣了解伦敦证交所
的客户或潜在客户一起来参与此网络研讨会。 

 

期待并欢迎您与您的客户踊跃参与。. 

在此，我们诚邀您参与2020年11月18日(星期三)举办
的网络研讨会，会议语言为中文。 

杨剑涛  

Crowe Global联席主席  

国富集团董事长 

 
莫玄乐 

Crowe Global亚太区执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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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pm 致欢迎词与介绍 

4:05pm 
伦敦证券交易所 – 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 

4:20pm 
海外上市和并购的法律影响 

Stephenson Harwood律师事务所，律师 

4:35pm 
策划一个成功首次公开招股并准备就绪面对投资者 

国富英国所——申报会计师 

4:50pm 
中国企业寻求融资和业务拓展 

VSA Capital，财务顾问 

5:05pm 
国内企业如何进行海外投资及英国上市 

恒可富（Hawksford），公司管理和私人客户服务 

5:20pm 问答环节 

5:30pm 网络研讨会结束 

研讨会议程 
现在就为您的团
队报名注册吧！ 
您可以通过
eventsap@crowe.my 

与Cynthia / Carolyn联系 

网络研讨会将以中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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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证券交易所(LSE)是英国的主要证券交易所，也是欧洲
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伦敦证交所起源于300多年前，位于伦
敦金融城。 

国富英国所是英国领先的审计、税务、企业咨询和风险
咨询的会计事务所，也是全球第八大会计网络Crowe 

Global的独立成员所之一， Crowe Global在全球130个
国家拥有超过750间办公室。 

. 

Jon Edwards (艾德华) 

首席代表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London Stock Exchange 

(伦敦证券交易所 - 北京代表处) 

Zhu Liu 

副总裁 

Primary Markets,  

London Stock Exchange 

(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 

Robin Stevens 

高级顾问 

Crowe U.K. LLP 

(国富英国所) 

Bernard Tay (郑天辉) 

高级经理 

Crowe U.K. LLP 

(国富英国所)  

演讲嘉宾团 

特邀演讲嘉宾 

© 2020 Crowe Global 



© 2020 Crowe Global 6 

Stephenson Harwood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律师事务所，总部设在伦
敦，在欧洲、亚洲和中东拥有1100名员工和办事处，专业于公司
法业务。 

VSA Capital是一家国际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在伦敦和上海设有
办事处，为私营和上市公司提供企业融资、咨询和资本市场服务。 

恒可富(Hawksford)的业务遍布亚洲和欧洲，是一家为大型跨国公

司和中小企业以及企业家、高净值人士和顾问提供企业、信托和
基金管理服务的专业公司。  

Tom Platts 

合伙人, Stephenson 

Harwood, Singapore 

(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办事处)  

Michelle Chung 

合伙人, Stephenson 

Harwood, Hong Kong 

(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  

 

Andrew Monk 

首席执行官 

VSA Capital 

(财务顾问) 

Feizhou Zheng (郑飞洲) 

首席执行官——中国 

VSA Capital, Shanghai 

(财务顾问 – 上海办事处) 

Gavin Wilkins 

客户与中介关系全球主管, 

Hawksford 

(恒可富) 

Serene Lim 

亚洲业务发展副总监, 

Hawksford 

(恒可富) 

特邀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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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注册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注册详情, 请联系： 

eventsap@crowe.my 
 

Crowe Global’s webinars are intended for informational and educational purposes and provide guiding information about audit, 

accounting, tax, consulting and other topics of interest to the members of Crowe Global. Our webinars are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or substitute for professional advice with respect to any particular topic.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use of, and/or any reliance 

on,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ed through the webinars, and/or responses to questions or the content of other webinar 

materials.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through our webinars, including all contents posted by the author(s) as well as comments 

posted by other participants, is provided for reference purposes only and is not intended, nor should it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for 

professional advice or judgment or to provide accounting or legal advice with respect to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WN_1yqg_k-CSju3HBJ8V9IG2g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WN_1yqg_k-CSju3HBJ8V9IG2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