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关于翰宇

翰宇是全球最强的综合法律服务执业律所之一，我们在19个国家拥有39个办公室和超过1,300名律
师。我们的国际业务以及在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被广泛认可，为全球的许多企业机构，金融机构
以及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意见。

并购业务 

•	 为英国TIA GB轮胎批发商联手中国领先的
轮胎制造商山东永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3千万英镑收购英国考普来国
际控股公司的全部发行股份提供咨询意
见。

•	 协助某家中国大型综合性国有跨国企业
集团的国际总部（位于香港）收购其位
于拉丁美洲与美国西海岸的金融与非金
融业务。

•	 协助某笔投资基金处理其在德国、纽约
以及硅谷拥有的海外私人投资股本。

•	 代理一家传动设备制造商及其南京母公
司进行各类房地产及公司业务。

•	 代表中国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处理其
收购中东的石油资产以及设立离岸合营
企业事宜。

•	 代表桥椿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最大
的压铸金属部件生产商之一）处理其在
美国肯塔基州、密歇根州、加拿大安大
略省以及香港的收购交易，还包括就合
同签署后的各类交割事宜为其提供长期
法律咨询建议。

•	 代表京西重工集团处理其收购德尔福公
司波兰的汽车悬架业务资产事宜。

•	 代表大连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处理其收购
德国一家铣床公司的控股股权事宜。

•	 代表飞跃集团处理其对一家德国刺绣机
公司的收购事宜。

•	 协助河南中联矿业有限公司处理其在澳
大利亚境内收购铁矿石矿权权益以及申
请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
批准事宜。

•	 代表中粮资本公司处理各类公司交易，
包括：中粮与Cube Securities联手从瑞银
集团手中收购马来西亚的2,000万美元
资产担保的有限固定利率债券；发行
1.5亿美元的商业票据；就雷曼兄弟破产
财产提起主张；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
（ISDA）关于货币对冲的协议；以及在
加州设立一家房地产投资基金。

•	 代表一家台湾汽车部件制造公司收购一
家巴西公司，并在中国和巴西进行尽职
调查。

商事业务

•	 代表中国某个塑料模具专业制造商处理
其在远程汽车遥控产业成立各类美国企
业的事宜。

•	 代表一家中国国有高科技公司处理其在
美国设立子公司以及随后在美国进行的
收购和施工事宜。

•	 为一家投资公司就香港法中有关基金对
香港上市公司进行可转换债券投资的问
题提供法律意见。

•	 代表中国某家全方位信息科技服务供应商
为其在香港、日本和美国设立子公司出具
法律意见；以及就有关在美国的劳动/雇
佣和移民问题提供一般性的咨询服务。

•	 代表某个中国汽车制造商就其在美国建
立营销网络所要涉及的各类知识产权、
企业和监管工作进行处理。

•	 代表某玩具制造商处理各类企业及知识
产权问题—磋商各类分销及许可协议；
在全球申请商标。

•	 代表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及食品业供应商
处理各类交易，包括(i)	与Cube Securities联
手从瑞银集团手中收购马来西亚的2,000
万美元资产担保的有限固定利率债券；
（ii）发行1.5亿美元的商业票据；（iii）
就雷曼兄弟破产财产提起主张；（iv）国
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ISDA）关于货币
对冲的协议；以及（v）一般性的咨询工
作。

•	 代表某家中国国有投资银行处理处理其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德国，以及非洲（塞浦路斯、埃塞俄
比亚、西非发展银行、津巴布韦）的各
类贷款交易。

•	 成功竞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律师事
务所库成员，不仅在经贸协议、国际投资
纠纷案件中代表中国政府，并且在WTO与
RTA事务和跨境争端解决中代表中国政府。

•	 5大洲，19个国家，39个办事处

•	 近期被LAW360评为全球排名前10位的综合
律所

•	 在2012 AM LAW Global 100中，只有12家律所
被评为“真正的全球化律所”，翰宇正是
其中之一。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实务

我们在跨境交易的领域中为中国客户提供法律意见，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运作
技能。我们在上海、北京、香港均设有分所。此外，我们在亚太区（珀斯、新加
坡和东京）、欧洲、美洲以及中东各间分所的律师都可以就境外交易为中国客户
提供法律服务，他们在这一领域同样资历深厚。翰宇遍布全球的专业团队实力强
大，能够就各个法律管辖区域的并购交易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的企业并购实务在全方位的交易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包括国内和跨境并购、
合资企业、战略联合、杠杆收购、公开招标、收购要约、剥离、控制拍卖、管理
层收购、合伙以及股本投资。

近期团队项目要点 



squiresanders.com

恰当的人选，切实的专项 

翰宇经常受委托管理跨境与国内并购交易，为那些寻求进入中

国市场的国际公司，也为那些已经进入市场的公司寻求扩张提

供法律咨询。	

钱伯斯亚太指南2012

推荐翰宇的公司/并购业务	

亚太法律500强

中国业务团队被列为是并购项目的领导者。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中的企业交易被认可。	

钱伯斯环球	

因翰宇为ITOCHU公司就其US$16,800,000,000美元收购美国都

乐食品公司的亚洲新鲜水果业务与全球包装食品业务提供法律

咨询而入围年度国际交易律所的类别。	

亚洲法律事务杂志2013

2012	英国法律500强

排在中端市场并购业务第一梯队（多达US$500,000,000美元）

，从其全球一体化的业务中脱颖而出的是其不同领域的实务

能力，特别是在化工、医疗保健、汽车以及能源和自然资源领

域。	

美国法律500强（中端市场并购业务）	

行业聚焦

我们关于企业的专业知识涵盖了全球各类行业
及专业领域，包括

•	 航空	

•	 生命科学

•	 商标	

•	 再生能源

•	 化学

•	 能源与自然资
源	

•	 零售

•	 多元化产业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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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值得尊敬并且经验丰富的律

师，在各类并购与企业融资交易

中有超过30年的经验。

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及金融

律师，有超过20年的经验，被

Chambers UK评价为是一位“明智的

商业律师”。

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律师，为大量

在境外经商的中国客户，100多项

中外合资项目以及中国境内的外商

独资企业提供过法律服务。

在遍及亚洲、欧洲及美国的国际

交易中有超过20年的经验，陆大

安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15年

了。

在为中国境外并购与商事实务提

供咨询意见中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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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成为中国首批执业律师,	
二十多年来陈雪梅为大量国内外
企业的跨境交易及相关事宜提供
咨询。

被“Chamber & Parter”评价为在中德交
易中“其领域的领导者”，并且也
被“Euromoney/Institutional Investor”评
价为”是中国并购业务中领先的德
国从业者”。

.	在为公共-公私并购、收购要约、
合资以及项目构建提供咨询意见
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作为商业及事务律师有超过20年
的经验，在国内及国际范围作为
多种企业的法律代表。

鲍律师在处理不同类型应收款和
资产融资交易的证券化领域经验
极为丰富	，并受到《律师周刊
2013》澳大利亚法律奖项的提名
以表彰其卓越表现。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