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believe in the spirit of the entrepreneur. We value the efforts of individuals who with
willpower and determination harness the power of enterprise to create wealth. Their
energy, drive, ambition, and creative force, whether deployed in commerce or public
service, standing up and making things happen. This is the essence of a full rich life. That
person is a founder and a creator; a person who attracts and organizes human endeavors,
that person is a custodian of legacies long established, a rejuvenator of fortunes, a vibrant
life force. At Commercial Trust, we believe in you.

The Commercial Trust Group seeks custody, trust and company secretarial relationships
with active entrepreneurs and custody, registrar and paying agent relationships with midcap issuers of asset backed instruments. With an initial focus on the Asian market, The
Commercial Trust Group is uniquely positioned via its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ovide a transactional bridge and custody
platform across Asia and Europe. Core service offerings include custody, trust and
trustee services, foreign exchange, company secretarial and administration, registrar, and
paying agency. High net worth clients seeking bespoke family office, trust and company
structures, as well as assistance in establishing residency and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at
a more sophisticated level are advised via private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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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香港- 走向全球
商業信託有限公司(“商業信託”)根據《香港信託公司法》和《香港
公司法》於香港成立。商業信託在世界各地的星展銀行 (DBS) 中
維護其客戶託管帳戶。

外匯
商業策略有限公司 (“商業策略”) 根據《香港公司法》於香港成立。
這是一家持有金錢服務經營者牌照 (MSO)及匯款代理並接受香港海
關監管。商業策略有限公司使用其與荷蘭阿姆斯特丹ABN-Amro 銀
行的外匯結算帳戶進行結算活動。

貿易服務
商業承兌有限公司 (“商業承兌”) 根據《香港公司法》於香港成立。
商業承兌有限公司作為我們的“銀聯”、貿易服務和跨境進出口推
動者從事人民幣結算、票據交易、金融經理。商業承兌有限公司在
香港恆生銀行維持其貿易賬戶。

企業服務
潤濤商務香港有限公司 (“潤濤商務”) 根據《香港公司法》於香港
成立。潤濤商務本箸豐厚的企業秘書經驗，加上以客為本的態度，
為客戶提供實而不華的優質高效服務。

託管新定義
我們的核心關係之宗旨是為客戶託管帳戶。透過這個平臺，我們提供客
戶一個門戶網站，可以查看和管理各種幣別的財產和投資之營運以及持
有。我們幫助客戶設計出定制的結構，便於客戶處理事務，同時運用我
們擁有的全球網路，以快速調度資源，於預期完成交易。我們是您的整
體事務負責人，我們能助您利用全球資源來實現個人抱負，我們能把您
的真知灼見付諸實施。商業信託全新定義了託管概念。

客戶服務
我們提倡「自由企業」理念，並運用我們的交易服務來實施這一理念，
確保企業家、發行人和財富經理以簡單無縫的方式進行全球操作與投資
。從根本而言，我們的服務以一個動態的營運版圖為基礎，幫助客戶瞭
解其全球資產分佈並管理他們的交易連接。
我們在整個過程中積極參與及與客戶密切合作，管理他們的事務，提升

他們的企業和投資交易，消除各種屏障以便積極發展國際財富。 商業
信託公司，提升您的價值。

我們推崇
創業精神

憑信
我們推崇創業精神，珍視那些有毅力、有決心之人所進行的努力，他們以強大
的進取力量創造出大量財富。無論是在商業圈或是公共服務領域中，他們的活
力、動力、野心和創造力都久經考驗，碩果累累。這是富有充實生活的本質所
在。他可能是一名創始人、一個創造者，他吸引其他人的參與並對人類資源進
行優化組織。他看管著悠久的歷史傳承，讓財富煥發更大的生命。他就是盎然
的生命之力。在商業信託，我們相信您。

你今天想要做什麼?
商業信託集團為活躍的企業家提供託管、信託和公司秘書服務，為資產支援金
融工具的中型發行商提供託管、註冊登記和代付服務。商業信託集團最初的著
重點是亞洲市場，我們已在臺灣和中國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此具備了得天獨
厚的優勢，可以提供覆蓋亞洲和歐洲的交易橋樑和託管平臺。我們的核心服務
包括託管、信託和委託人服務、外匯、公司秘書和管理、登記註冊和代付。我

們的私人顧問服務也協助高淨值客戶尋求定制化的家族辦公室、信託和公司結
構，並透過更精密複雜的方式來進行投資，以幫助他們購置產業和加入國籍。

商業信託
全新定義了
託管概念

Custody Redefined
Our core relationship is designed around an active client custody account. From
this platform, we provide a portal through which our clients can view and
manage their operating, holding, and investment assets, in any currency. We
assist in developing bespoke structures to facilitate client affairs, and then
actively engage the global connections to ensure the rapid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to complete the desired transaction. We’re advisors acting in a
principal role, we’re facilitators bringing a global footprint to your family’s
aspirations, and we’re operators implementing your vision to completion.
Commercial Trust is custody redefined.

Client Services
We manifest our belief in free enterprise with transactional services enabling
entrepreneurs, issuers, and wealth managers to easily and seamlessly operate and
invest around the world. Our services are fundamentally based on a dynamic
operating map, enabling clients to see their global asset footprint and then
manage their transactional connections. We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working with our clients to organize their affairs, to facilitate their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transactions, to ease the barriers to active international wealth.
Commercial Trust adds value.

www.cmltrust.com
CTG Brochure TC v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