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家族办公室概念 



律师与审计师 

„… 让理想实现“ 

De Micco & Friends 



其他概念 

由于传统资产管理公司和所谓跨代家族办公室需要依

靠外部顾问处理法律、 税务和财务事项，因此您可以

成为De Micco & Friends 全球家族办公室的客户，其

所有服务均出自其本身，无论在一个地方，还是在世

界各地，都相当谨慎。 
 
我们开发了一种咨询和支持的概念，它和其他同类产

品有所不同。全球家族办公室考虑到我们的客户日益

增长的需求而制定了国际全球化的业务流程和财务情

况。   
 
与所谓免费跨代家族办公室或家族办公室银行相反我

们不会询问我们的客户资产或投资总额，但是，会咨

询他们的需求。此外，我们不会根据您的资产收取费

用或佣金，我们只收取实际提供的服务费用。 

Lawyers & Auditors 

全球家族办公室 

高级合伙人 

每个咨询公司咨询意见的质量与顾问的质量息息相
关。 
 
诚信、 激情、 经验和进取心︰ 我们以 严格的要求
培养我们所有的律师、 经济学家、 银行家和顾问团
队。 
 
De Micco & Friends的高级合伙人，都是拥有丰富的
经验，过硬的专业知识的专家。我们的顾问均具有多
年的经验。 
 
结合丰富的经济，法律和税收专业知识，De Micco & 
Friends的专家们在所有部门，司法管辖区，区域和国
际领域替您想的更为周到。 
 
De Micco & Friends目前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子公司
和合作伙伴的代理。然而，各区域办事处均配备了充
满活力且灵活的团队。因此，您作为客户既能使用国
际咨询集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获得高度的个人关注
度。 

De Micco & Friends 

De Micco & Friends 全球家族办公室帮助个人

和家族数代人确保资产安全，管理并使其增长。 



De Micco & Friends 

Family Office 



行政管理、经济增长和资产都是通过法律、财政和金

融方面进行保障。同时，也要求组织能力，管理技巧

和创业思维。 

 
作为国际领先的律师和税务法律事务所之一，     

De Micco& Friends提供所有服务均来自同一来源。我

们的客户拥有技能和经验的巨大优势，可利用我们的

律师、国际税收和金融专家的专业知识，其他财务顾

问仅作为外部顾问提供支持。因此，保证了技术质

量，贴近客户以及 大的自由度等优点。 

全球家族办公室 

我们的家族办公室 

客户 

De Micco & Friends家族办公室的客户包括国际知名

人士和各国家的世家。其资产国际分布广泛，多元

化，例如房地产、金融资产、股权或艺术品收藏等形

式。很多客户也有奢侈品，如车辆、游艇、飞机或度

假屋，我们也同样提供相关服务。 

 

我们的客户包括知名人氏并致力于实业、娱乐和政治

界，被公众所熟知也有非常注重隐私和自由的个人和

家族. 另外，我们也接收委托并代理前政治家进入他

们的私营经济道路。 

 

我们的客户范围从500万到几个亿美元的资产。 

 

由于我们不收取任何基于资产的费用并且所有服务都

是根据需要进行调配，因此许多中等家庭和企业也选

择我们的家族办公室。 

De Micco & Friends 

 
“资本的 高目的不是赚钱更多的钱,  

      而是将这些钱来改善生活品质。” 

 

为什么要选择委托 

DE MICCO & FRIENDS 

Lawyers & Auditors 



1. 诚信是 重要的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许多资产管理者提供-或者说销售

-金融产品、房地产或其他产品和服务给他们的客户，

从而从卖方收取佣金。 

 

De Micco& Friends不是金融经纪人、没有房地产或保

险机构，也没有任何招聘机构！ 

 

我们保证代表您的利益。第三方委托可以不兼容我们

的客户完整性。当然，我们与代理商、经纪人、银行

和其他供应商进行谈判来达成对您的 优厚的条件。

此外我们还推荐一些拥有有良好记录的供应商。但我

们不收取费用。这说明了我们的诚信。 

 
 

全球家族办公室 

2. 积极管理而不是监管 
 
我们把"家族"的概念看得很重。 
我们的顾问与客户接洽通常是很隐私的。我们知道，
不作为资产管理者，而是作为有活力的管理者和执行
者，又或者是顾问并且如果需要，也可作为我们客户
的陪练。 

 
„如何变得富有，这个问题很容易来回答。买1美
元的东西，但只支付50美分。“ 
 
                           沃伦 · 巴菲特 

我们全球家族办公室的 

哲学 

Family Office 

De Micco & Friends 

诚信，是您要求不来，买不到的。信任需要培

养。敬请接洽！ 



De Micco & Friends 



3. 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的理念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解决方案指导。所有我

们集团的员工和合作伙伴都致力于解决我们客户的任

何问题。 

 

执行力永远遵循彻底、敬业以及效率优先。 

 

我们的客户称呼我们为"有魅力且诚信的律师事务机

构"。我们结合创造性来实现这一切、如果形势需要，

有时会采取非常规的解决方案。 

全球家族办公室 

4. 其他收费模式 

 
与传统的所谓资产经理及跨代家族办公室不同，我们

根据所管理的资产以固定价格计算收取费用。 

 

我们计算费用只针对涉及的交易，也就是实际提供的

服务！ 

 

因此，我们的计费模式对您是完全透明和可预估的。

针对长远的收益，例如管理国内和国际的房地产投资

组合，我们根据协议收取统一费率。 

我们全球家族办公室的 

哲学 

Family Office 

De Micco & Friends 

我们计算费用只针对涉及的交易，也就是实际提

供的服务！ 



全球家族办公室 

不同情况下，每个个体和企业不尽相同。由此我们提

出私人服务理念 

 

很多增长了多年的投资。有时不是缺少新的投资，而

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可控的并且优化税制的架构。 

 

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分布资产时寻找一个像De Micco & 

friends这样的合作伙伴将在世界范围内为您提供意

见，500 多名律师，税收-金融和房地产专家也可主动

为您代理。首先，一个优化的资产结构能为今天和未

来几代人保持稳定和安全的资金环境。 

其他一些客户已经能够很好的处理他们的资产，只需

要部分的支持，例如在他们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不动

产购置、投资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单独项目的管理。 

 

只需告诉我们您的项目，我们将为您提供一个优质的

解决方案。 

目标及我们的客户的优先事务 
 
“什么都不做，你还能做什麼。” 

 

                        约翰 · 洛克菲勒 

  

De Micco & Friends 

Lawyers & Auditors 



Family Office 

De Micco & Friends 



De Micco & Friends 

Lawyers & Auditors 



De Micco & Friends 

Family Office 



全球家族办公室 

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及尤其是居住在固定地区的政治或经济

政策开始松动，灵活多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意味着，可以和

家人或独立自由自在的旅行。我们将这一概念称为"全球居住权"。

这是一个反映时代精神，生活概念以及在同时也是我们客户个人愿

景的术语。 

 

针对非欧盟国家公民在一些欧洲国家购买第二住所或旅行授权的各

种程序中提供服务。持有该所谓黄金签证的人可以自由并且相对无

限制的在各个申根国家及地区旅游。 

 

随着房地产、企业投资、固期存款或购买政府债券，投资者会得到

一个不受限制的旅行和居住，甚至于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的

权利。黄金签证已经可以通过大约300,000欧元投资获得。西班牙、

葡萄牙、塞浦路斯、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家提供此类程序。 

 

我们许多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客户不一定

要离开和搬迁他们的家园。但许多人欣赏这种自由度及灵活性所带

来的好处，可以使您拥有"全球居住"的选择权。 

 

De Micco& Friends负责所有办理手续，从购置合适的房地产或投

资，甚至于签发和归档，全程为您和您的全家办理黄金签证。 

 

所有欧洲的黄金签证申请都是在设在西班牙的欧洲总部办理的。请

提供您的个人报价。 

案例: 

“全球居住权” 

De Micco & Friends 

在过去的 10 年里我们为数以百计的

企业家、投资者和高资产的个人获得

第二居住或公民身份。 

Lawyers & Auditors 



De Micco & Friends 

Family Office 



De Micco & Friends 

Lawyers & Auditors 



De Micco & Friends 

全球家族办公室 

国际与国内税务法和投资咨询 

  

辩护所有诉讼（民事和刑事诉讼） 

资产结构投保与保险 

合同评审、草拟、协商和构建 

股票和新投资的评估 

财务管理和分配 

风险评估（尽职调查） 

股票清算 

人力资源管理和薪酬 

建立合并资产负债表 

 
不动产管理 
 
买进或卖出的风险评估 

审核，评估 

对于纠纷的法律代理 

对象管理、出租、租赁 

服务概述 

我们的全球家族办公室与传统的资产管理相去甚远。如果您愿意，我们将负责管理一切事务。所有需要消耗您时间的

行政管理都将离你远去。您的私人家族办公室秘书24小时，每周7天竭诚为您服务。 

移民与"全球居住权" 

 

居住地变更 

转学，学校，大学 

法律及税务咨询 

黄金签证计划 

 

个人管理与生活方式 

 

遗嘱、遗产、遗嘱执行管理 

婚前协议，资产分配 

家族办公室私人秘书: 管理和组织私人活动,如旅游，

兴趣爱好，成员，盛会典礼… 

代表出席拍卖会和会议 

慈善机构管理 

 
“那些说时间就是金钱或时间是黄金的人是还没

有意识到时间的真正价值。花在我和我小儿子共

处的时间，是世界上任何金钱都买不来的。” 

 
                                       Luigi Carlo De Micco,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Family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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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家族办公室 

下一步怎么走 

请告诉我们。 

  

我们邀请您来我们的办事处进行面谈。 

 

在De Micco& Friends看来家族办公室就是头等大事。因此

您将亲自指派一位执行董事局成员或一位有经验的高级合伙

人进行指导与监管。 

 

有关我们服务的更多信息，请登入www.lawyers-

auditors.com。您可以通过发邮件到我们的欧洲总部的电子

邮箱office@demicco.ch与我们联系。 

 

为了体现国际市场能力，我们团队中都配有说几乎所有语言

的代表。在欧洲的总部，我们讲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感谢您的时间，并期待着与您见面！ 

De Micco & Friends 

Lawyers & Auditors 



www.lawyers‐audit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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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 （总部欧洲）、 巴塞罗那、 马德里、 

马尔韦利亚、 马拉加、 苏黎世、 法兰克福、 

巴黎、 米兰、 摩纳哥、 布加勒斯特、 索非

亚、 伊兹密尔、 马耳他、 安卡拉、 伊斯坦布

尔、 索非亚、 拉巴特、 卡萨布兰卡、 的黎波

里、 大马士革，塞浦路斯莫斯科、 圣彼得斯

堡、 德黑兰、 浦那 （印度）、 阿布扎比、 迪

拜，巴林，里亚德、 新加坡、 香港、 上海、 

北京、 东京、 悉尼、 纽约、 洛杉矶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 旧金山、 达拉斯、 巴拿马、 波

哥大、 利马、 加拉加斯、 智利圣地亚哥、 里

约热内卢、 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哥斯达

黎加 （圣何塞），圣多明各，古巴 （哈瓦

那）...... 

拉科鲁尼亚，阿利坎特，阿尔梅里亚，

阿尔塔、 巴塞罗那、 毕尔巴鄂、 卡迪

斯、 大加那利岛、 伊维萨岛、 马德

里、 马尔韦利亚，马拉加，穆尔西亚，

波，奥维耶多、 塞维利亚、 特内里费

岛、 瓦伦西亚、 巴拉多利德，比斯开. 

Av. Joan Miró188 E (Porto Pi) 
07015 Palma de Mallorca 
西班牙 
 
邮箱:   office@demicco.ch 
电话: +34 871 955 077  
 
瑞士: 
电话: +41 445 861 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