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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 稅務 諮詢 

服務能力概述 – 非洲 

Nexia firms in Africa 尼克夏非洲 

尼克夏非洲的服務範圍覆蓋非洲大陸，由 97 位合夥人、1228 多名員工和專業人員組成。 我

們強大的團隊享有豐富的技術專業知識，以及審計、稅務和諮詢服務方面的資深經驗。 尼克

夏非洲是由獨立會計師事務所組成的。 我們目前在 25 個非洲國家/地區設有分所和辦事處。 

Why choose us? 為什麼選擇我們？  

 本土專業知識加上全球影響力使尼克夏非洲能夠為尊贵的

跨國客戶们提供全方位定制服務和出色的專家建議，並且

説明客戶們管理和擴展國際業務。 

 我們瞭解跨國業務的複雜性，並在向國際客戶提供審計、

稅務和諮詢服務方面擁有完整全面的業務能力和資深經

驗。 我們通過全球網路和本土聯繫，向客戶提供有關業

務和行業的見解 - 這對於在非洲大陸各國發展壯大的跨國

公司和組織至關重要。  

 在非洲市場的廣泛經驗使我們能夠為跨國客戶提供符合本

土要求的最高水準服務。 通過多年的業務經驗積累，和

知識豐富且可靠的專業人員，我們提供及時、高效的專家

建議和為不同專案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  
 

審計，稅務和諮詢服務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會計 

 審計與鑒證 

 稅務合規，稅務審計和稅務調查 

 國際稅務和轉移定價 

 商務諮詢 

 管理諮詢 

 公司秘書 

 資訊技術 IT 諮詢 

 加值稅 

 薪資服務 

 組建新公司 

 銀行/交易服務 

 法務會計與審計 

 採購審核，績效審核 & 效益審核 

 財務盡調 

 並購 

 公司解散清算 

 人力資源 

 專案& 可行性研究 

 公司復蘇與破產 

 風險管理 

 公司財務與管理

 

What makes us different? 我們的優勢 

 An active network 活躍的網路 

尼克夏國際是一個高度活躍的網路，促進協作，提升品

質，協助成員所提供高效的本土和全球解決方案。 

 Partner-led service 合夥人引領的服務 

我們的成員所提供合夥人引領帶隊的服務，深入瞭解客戶

業務，確保服務的持續性和專業性。 

 Business minded 具備商業思維 

「與尼克夏的合作是令人耳目一新

的。 在審核過程中，他們設計的

流程出色，而且非常精簡，可以看

出是經過深思熟慮設計出來的，以

最低限度影響業務運營。 我們非

常喜歡這樣的考慮。 」 
 
 

Leoni Taljaard 雷奧尼· 塔紮德, 

HardwareDistribution 財務經理 
 

 
 

「我要非常感謝我們的尼克夏超級財

務顧問 (Eissa Refai)  。 在許多方面，

他為我們所有人提供了説明。  」 
 

Mattias Sjoborg 馬緹亞斯· 思卓伯戈, 

Plena Holdings（英國集團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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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員工極富企業家精神，能夠更貼近私營、中小企業

和拼搏于海外市場，致力於「走出去」的跨國客戶。 

 Supporting international growth 支援國際化發展 

尼克夏專注于支援本土企業發展，並且通過尼克夏國際的

網路，説明客戶滿懷信心地進軍國際市場。 
 

Our Experience 我們的客戶經驗 

從個人和中小企業到複雜的跨國公司和組織，我們服務的客戶範圍廣泛。 我們為其提供綜合

一體化的專業建議，定制實用的解決方案，説明客戶們處理疑難，支援跨國客戶們開拓新興的

非洲市場，解決其跨國業務需求。 以下是我們部分的跨國公司客戶：

 華為集團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CGG 集團 （法國地球物理公司） 

 ABB 集團（阿西布朗勃法瑞） 

 Kurz 庫爾茲 

 Novartis 諾華 

 Plena 集團（跨境並購投資管理集團） 

 Oriflame 歐瑞蓮（化妝品） 

 Yug-Neftagaz （石油勘探） 

 Marie Stopes 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 

 Kibo 基博能源 

 ifm 集團 

 Eppixcomm 科技 

 Equip 坦尚尼亞(劍橋教育) 

 Cloverbrook 紡織（英國）

 

ifm 電子集團 

「ifm 電子是一家致力於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德國國際集團... ifm 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市成立

了新的子公司... 自成立以來，ifm 摩洛哥一直聘請尼克夏作為合作夥伴。 ifm 摩洛哥在會計、

稅務系統和法律事務等諸多方面都依靠尼克夏的技能和建議。 今天，尼克夏仍在支援我們的

日常業務，説明實現我們的增長目標。 」 

Eric Danezis 艾瑞克· 丹能茲，經理，ifm 電子（摩洛哥） 
 

Eppixcomm 科技 

「我們希望您知道我們對貴事務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感到非常滿意。 我們衷心感謝與您的交流

以及您開展業務的方式。 由於我們對您的服務感到非常滿意，我們向其他人推薦了您的事務

所。 我們期待在未來繼續與您合作。 」 

Robert Barnard 羅伯特· 伯納德，財務官，Eppixcomm 科技 

 

 

常規問題: 

詢問常規問題，請郵件：NexiaAfrica@nexia.com. 

 

有關尼克夏非洲的服務，以及有關我們可以為您提供的説明的更多相關資訊，請聯系： 

Beatha Ndekuso 碧雅塔· 丹庫索, 

Business Development Coordinator 業務發展協調 

電子郵件：beatha.ndekuso@nexia.com 

聯繫電話：+255 (0) 777 303322 

 

主要區域連絡人【以下資訊按連絡人姓名、電子郵件和聯繫電話順序列出】： 

mailto:NexiaAfrica@nexia.com


 
 
 

© 2019 Nex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rademarks NEXIA INTERNATIONAL, NEXIA and the NEXIA logo are owned by Nex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Nexia International and its member firms are not part of a worldwide partnership. 
Member firms of Nexia International are independently owned and operated. Nexia International does 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mmission of any act, or omission to act by,  
or the liabilities of, any of its members. 

北非區 

Jalal Bensaid 
j.bensaid@nexiafiducia.ma 
+212 522 364 588 
 

西非區 

Tolulope C. Fasanya 
tolu@nexianigeria.com 
+234 809 8405156 

中非區 

Ian Dent 
ian.dent@idiaa-international.com 
+44 770 4581000 

東非區 

Sujata Jaffer 
sjaffer@nexiasj.co.tz 
+255 713 444254 

撒哈拉以南地區 

Sophy Kleovoulou 
sophy@nexia-sabt.co.za 
+27 12 688 8800 

 

 

主要國家連絡人 

【以下資訊按連絡人姓名、事務所名稱、電子郵件（及網站）和聯繫電話順序列出】： 

 

博茲瓦納 

Jayaram Karumathil, 
Nexia AJ 
jayaramk@nexiaaj.co.bw 
www.nexiaaj.co.bw 
+267 72 304915 
 

蒲隆地 

Ian Dent, 
IDIAA Limited 
ian.dent@idiaa-international.com 
+44 770 4581000 

喀麥隆 

Claude Simo, 
CLS Audit Conseil 
contact@clsauditconseil.com 
www.clsauditconseil.com 
+237 233 43 32 74 

埃塞俄比亞 

Girma Tesfaye, 
Girma and Fasil Audit Service 
Partnership 
girma@gandfauditpartners.com 
www.gandfauditparners.com 
+251 115 537 852 
 

埃及 

Eissa Refai, 
Accounting Group 
eissa@accountingroup.org 
www.accountingroup.org 
+202 3307 0111 

埃及 

Ashraf Saad, 
Adel Saad & Co 
ashraf.saad@adelsaadandco.com 
www.adelsaadandco.com 
+202 2417 2045 

埃及 

Tamer Abdel Aziz, 
Maged Sherif & Co 
tamer@magedsherif.com 
www. magedsherif.com 
+202 2064 4190 

岡比亞 

Paul J. Gaye, 
Payce Consulting Limited 
info@payceconsulting.com 
www.payceconsulting.com 
+220 955 506 

加納 

Kwame Manu-Debrah, 
Nexia Debrah & Co. 
debrah@nexiadebrah.com 
www.nexiadebrah.com 
+233 302 228083 
 

肯雅 

Michael Kimani, 
MGK Consulting 
mkimani@mgkconsult.co.ke 
www.mgkconsult.co.ke 
+254 715 248882 

馬拉威 

Mrs Dorothy Ngwira, 
Graham Carr 
dngwira@grahamcarrmw.com 
www.grahamcarrmw.com 
+265 1 775 763 
 

馬里 

Amadou Sangare, 
Sangaré Partners 
asangare@sangarepartners.com 
www.sangarepartners.com 
+223 20 29 32 35 

mailto:j.bensaid@nexiafiducia.ma
mailto:tolu@nexianigeria.com
mailto:sophy@nexia-sabt.co.za
mailto:jayaramk@nexiaaj.co.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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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里西斯 

Swaraj Ochit, 
Nexia Baker & Arenson 
sochit@nexia.intnet.mu 
www.nexia.mu 
+ 230 207 0600 

摩洛哥 

Jalal Bensaid, 
Nexia Fiducia 
j.bensaid@nexiafiducia.ma 
www.nexiafiducia.ma 
+212 522 364 588 

莫三比克 

Jermais Cardoso DaCosta, 
Nexia BKSC, LDA 
jcdacosta@nexia-bksc.co.mz 
www.nexia-bksc.co.mz 
+258 82 31 25 660 
 

奈及利亞 

Abel A. Onyeke, 
Nexia Agbo Abel & Co 
abel@nexianigeria.com 
www.nexianigeria.com 
+234 81 80 433 844 
 

盧安達 

Ian Dent, 
IDIAA Limited 
ian.dent@idiaa-international.com 
+44 770 4581000 

塞內加爾 

Papa Alboury NDAO, 
RMA Nexia 
p.ndao@rmanexia.com 
www.rmanexia.com 
+221 33 869 79 79 
 

索馬里 

Ian Dent, 
IDIAA Limited 
ian.dent@idiaa-international.com 
+44 770 4581000 

南蘇丹 

Ian Dent, 
IDIAA Limited 
ian.dent@idiaa-international.com 
+44 770 4581000 

南非 

Bashier Adam, 
Nexia SAB&T 
bashier@nexia-sabt.co.za 
www.nexia-sabt.co.za 
+27 82 333 3381 

南非 

Patrick Ross, 
Nexia Cape Town 
patrick@nexiasa.com 
www.nexiacapetown.com 
+ 27 21 527 3400 

南非 

David Hotz, 
Nexia Levitt Kirson 
david@nlk.co.za 
www.nlk.co.za 
+27 31 266 2250 
 

蘇丹 

Ian Dent, 
IDIAA 
ian.dent@idiaa-international.com 
+44 770 4581000 

坦尚尼亞 

Sujata Jaffer, 
Nexia SJ Tanzania 
www.nexiasj.co.tz 
sjaffer@nexiasj.co.tz 
+255 713 444254 

突尼斯 

Mourad Abdelmoula, 
AFINCO 
afinco@afinco.net 
www.afinco.net 
+216 71 354 451 

烏干達 

Hitesh Mehta, 
Nexia HMS Associates 
hitesh@nexiahms.co.ug 
www.nexiahms.co.ug 
+256 414 25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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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國際網絡 

我們是尼克夏國際（Nexia International）成員所。  

尼克夏國際（Nexia International）是由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和諮詢公司組成的、全球第九大會

計網路。 我們在全球超過 120 個國家和地區擁有 250 多家成員所，超過 710 處分所與辦公

室，全方位提供審計，會計，稅務和諮詢服務。  

《 尼克夏國際服務憲章》保證我們兌現「Closer to you 更貼近您」的品牌承諾，以及尼克夏國

際的三個品牌價值：維持長久的客戶關係，時刻具備商業思維和發展立足于為客戶服務的全球

關係。 我們每一個品牌價值都彰顯著所有尼克夏國際成員的工作方式和服務承諾。  
 

 

年業務收入: 
超過40億美元 (2018) 
覆蓋國家: 
超過120個國家和地區 
排名: 
根據《國際會計導報》2019 

年最新排名，尼克夏國際是 
全球第九大會計網路。 
 
 
                                                     
 

 

 總部: 
英國倫敦71 Kingsway, 郵編 WC2B 6ST 
聯繫電話：+44 (0)20 7436 1114 
電子郵件：info@nexia.com 
微信公眾號：尼克夏國際Nexia International 
www.nexia.com 

mailto:info@nex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