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我们的能力 

安胜恪道 



简介 

安胜恪道是一家顶级国际律师事务所，提供极其广泛的服务。我

们长期的客户关系经营、对客户市场的深刻理解、高水平的专业

知识、直白明确的建议以及协同合作的团队文化，这一切铸造了

我们出色的质量和服务的信誉。从宝贵的战略建议到日常事务，

我们随时提供客户所需的一切，并以优质、专注、投入且始终如

一的服务为荣。 

我们的业务核心是以国内和全球市场的成功

为基础的牢固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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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主管： 

BOB CHARLTON 

海湾地区主管： 

ANDREW GREAVES 

高级合伙人： 

CHARLES PENNEY 

管理合伙人： 

JOHN JOYCE 

强大而独特
的文化及合作 

精神—— 

共同的价值观承诺 

 

 

 

 

 

 

 
通过差异化实现

增长的清晰愿景

和战略 

 

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实现跨地区事务的无

缝协调和交付 

 

 

 

 

 

 

 

 
注重协作和投资

的卓越客户群体

和关系 

2 



我们的愿景和 

战略 
 

我们以优质、专注、投入且始终如一的服务为荣。 

  

成果驱动型业务 
我们通过下列要素衡量我们的战略进步： 

工作人员的参与度 客户的满意度 市场份额的增长 认可度 财务 

安胜恪道之道 
我们拥有强大的合作文化，信任彼此的最佳表现。我们的价值观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影响着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业务聚焦 

 

致力成功 

 

 

开放诚信 

 

 

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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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保持 

►多样性 

►文化 

业主思维 

我们都有责任发展我们的业务。 

协同合作的团队文化 

我们互相支持，团队合作，信

任彼此的最佳表现。 

专注于人 专注于客户 

 
►关系 

►品质 

►价值 

►服务 

►创新 

以成功为基础的牢固客户关系 

我们的客户表示 

我们提供优质的服务、直白的建议和

明确的专业知识。 

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他

们所需的一切。 

 
智慧的邂逅 

我们努力工作，以真正了解客户的

需求，并提供他们所需的优质建议

和服务。 

业务焦点 

 
►一家事务所 

►效率 

►国际化 

► 绩效 

► 基础设施 

尤其广泛的覆盖面 

我们的工作范围和规模尤其广

泛：稳定的客户群证明我们可以

满足他们所有的关键需求。 

 
随时实现客户心中所愿 

我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建立重

要的合作伙伴关系。 

团队合作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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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世界领先的机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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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我们的业务 

概览 
►2018/19 年总收入 2.75 亿英镑；年增长 14% 

►1100 多名律师：包括 252 名合伙人 

►12 个办事处，遍及欧洲（伦敦、利兹、曼彻斯特、爱丁堡、

格拉斯哥、阿伯丁和汉堡）、亚洲（香港和新加坡）和海湾

地区（迪拜、阿曼、卡塔尔）；全球同级别律师事务所关系

网；以及东京桥立律师事务所的唯一盟友 

► 40 多家富时 100 指数的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委托我所 

► 我们是 20 家富时 100 指数的公司的“首席顾问” 

► 超过 100 家领先的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是我们的客户 

位 

富时 100 指

数客户排名 

► 大客户中半数以上为超过 11 年的老客户 

 
► 在过去的 2 年内因优质法律咨询获得 20 多个重大奖项 

 
► 在 2016 年《金融时报》“最具创新性律师”评选中位列

欧洲第六大最具创新性法律事务所；为微软提供的咨询

使我所在“资源与效率”中排名第一 

 
► 至少 70% 的员工提供过某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 去年，我们的客户发展中心提供了 400 小时以上的客户培训 

 
► 我们已连续 12 年入围《泰晤士报》评选的 50 大最佳女

性雇主；《法律周刊》也提名我们为领先的应届生雇主 

 

 

 

 

 

 

 

 

 

 

前 15 位 
富时 250 指数客户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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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55% 律师以及 27% 的合伙人为女性；目标到 2019 年提高

至 30% 

► 过去 3 年内，我们的实习生平均留用率为 84% 

► 交易服务团队已增长 49%，正处于最为繁忙且高效的巅峰

时期，与我所 100 大客户中的 96 家有所合作 

 
► 通过“安胜恪道整合”，我们为客户和安胜恪道提供合约式

律师解决方案。该方案包含 60 多名顾问。 

个办事处 

1,100+
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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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网络 
我们将优质卓越的建议与本地专业知识相结合，随时随地提供国际化能力。在新办事处的设立方面，我们以客户和市场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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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大步迈向我们自己设定的国际目标： 

1 提供强大的国际化能力 

2 实现利润型营收成长 

我们拥有： 

► 12 个办事处 

► 遍及三大活跃地区 

► 均提供协调的地区服务 

► 结合广泛的国际伙伴网络，扩展我们的有效覆盖面，并特

别关注北美、欧洲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司法管辖区 

► 针对非洲、中亚、中国、欧洲、印度、韩国、北美洲 

、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专门化业务小组 

► 国际业务收入持续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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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各类 

奖项 
安胜恪道

 

► 2020 年《Chambers Uk》——总计 39 次划入 1 档 

► 2019 年英国 500 强律师事务所——总计 39 次评为 1 级 

► 2018 年亚太地区 500 强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企业（包括并购）和资本市场（股权）领

域皆被位列 

► 2018 年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 500 强律师事务所： 

► 阿曼办事处银行与金融和争议解决领域被评为 1 级，以及商业、公司和并购领域被评为2 级 

► 迪拜办事处建築、雇佣、房地产以及争议解决领域皆被位列 

► 卡塔尔办事处位列外国律师事务所 

► 2017 年《金融时报》创新律师——因我所为微软提供的独特商业模式而荣获“资源与效率” 

类目的“最具创新性律师事务所”奖项 

► 2016 年商业领袖奖——因我所的“非洲未来领袖”计划而荣获“最佳服务质量创新”奖 

► 2015年《美国律师》全球法律奖——“年度最佳全球争议解决——英国诉讼”类目头奖 

► 2018 年《泰晤士报》最佳女性雇主 50 强——列入榜单，代表了 Addleshaw Goddard 对公平职

场的承诺 

 

 

 
 

1档评级 

► 2015 年《法律周刊》法律创新奖——因我们的非洲 app 荣获“知识管理创新”奖，

并因我们的实习生计划在“未来创新”类目中获得“高度赞扬”  146 
► 2017 年英国私募股权奖——获得“年度最佳律师事务所——交易设计”奖。 

  

► 2018 年《Chambers Global》 

 

► 迪拜办事处位列“建筑”领域 

 

► 阿曼办事处位列“商业/公司”和“争议解决”领域 

 

 

名律师在接近100
个《CHAMBERS UK 
2020》的业务领域

中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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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 

亚洲 
安胜恪道是一家领先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为全球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在亚洲的业务运营由我们自己的办事处、正式的日本盟友、专门化的新兴市场业务小组，以及我们的顶级伙伴事务所网络结

合而成。 

我们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涵盖广泛的亚洲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东南亚/东盟。 

我们的亚洲办事处 

其他办事处的亚洲
专家 

我们的亚洲办事
处人员 

53

东京——我们与东京桥立律师事务所的联盟是我所亚太聚焦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我们已在各种不同的项目上合作超过 20 年。 

桥立律师事务所是一家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在日本及周边地区拥有极高的

声望，并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完成过多种多样的跨境交易和诉讼。 

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东南亚的枢纽。我们的新加坡办事处拥有在东盟地

区工作多年的律师，而且对该区的商业文化及地缘政治，法律及商业挑战有

深入的认知。我们的律师团曾在多个新兴及前沿市场代理跨国项目，融资及

交易，当中包括刚果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 马来西亚、缅

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东帝汶和越南。 

香港——作为亚洲最繁忙的商业中心之一，香港是我们许多客户的重要市

场。我们提供各类企业和商业问题协助，涵盖从国际仲裁到外国直接投资的

广泛领域。 

我们的律师在处理亚洲地区的跨境、首次公开募股、合资及私募股权业务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十分熟悉中国大陆的业务。我们的香港办事处负责引领

中国业务小组。我们的团队位列 2017 年，以及 2018 年的亚太地区 500 强法

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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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服务 
企业 
本所在服务亚洲各地客户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专门从事泛亚太地区的交易和项目，并拥有亚洲新兴市场相关的大量经验。

我们拥有强大的行业专门知识，特别专注于零售、消费者、健康、生命科学、能源、工业、采矿、金融服务和运输领域。 

本所近期的项目包括代理 Capita、Travelodge Hotels、PZ Cussons、伦敦中东银行，Lenlyn Holdings、Inflexion Private Equity 

Partners、帝亚吉欧、汇丰银行、迪士尼公司，Clinigen Group、赛维太阳能、国家核实验室、巴克莱银行、ECI Partners 以及英

国联合食品。 

持有纽约及香港律师执照的合伙人杨明翰律师在2016 年 10 月加入本所。杨律师的加盟使本所在不断增长的中国

业务（境内/境外）及亚太事务提供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Andrew 主要代理香港和东南亚的初创企业，也为创

业初期的风险投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尤其是科技行业）。 

2018 年亚太地区 500 强律师事务所 

并购和收购 

本所在国际并购和收购（公共和私人）、出售、合资、重组、私募股权以及公共和私人筹资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经常代

理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境外投资。 

 

项目及项目开发 

我们的律师团队为政府、赞助商、承包商、建筑企业、融资者及针对公私伙伴关系和位于非洲，海湾阿拉伯国家及亚洲能源基建 

开发项目的战略投资者提供咨询或代理服务，而且我们在港口、码头、运输、物流、可再生能源及石油天然气领域都拥有卓越的 

声誉。 

 

商业 

我们的企业和商业律师团队拥有丰富的专业素养和知识，以协助国际和本地公司的分销、制造、销售、代理、特许经营，以及其

他商业合同，并提供商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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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凭借我们的行业知识和一流的专业素养，我们与客户合作制定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无论是股权还是债务都能达到他们的融资要求。 

 

主要联系人 

Marcus Collins 

m.collins@aglaw.com 

蒋谦 

l.jiang@aglaw.com 

刘初 

c.liu2@aglaw.com 

杨苑琳 

v.yang@aglaw.com 

Victoria Rintoul 

v.rintoul@aglaw.com 

Ton Van Den Bosch 

t.vandenbosch@aglaw.com 

杨明翰 

a.yang@a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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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安胜恪道采取的策略与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不同，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充分参与主导交易，并致力于确保我们经验丰富的团

队在各个层面上提供优质服务——从战略角度到细微末节——以确保优质的法律建议贯穿整个流程。 

我们专业从事香港企业融资、首次公开募股（IPO），上市前投资和重组，上市后监管及合规事宜，以及股权再融资。 

安胜恪道主要代理香港主板和创业板 IPO 的保荐人与承销商。我们在 2016 年成功完成大量交易。 

2018 年亚太地区 500 强律师事务所 

安胜恪道在市场上的知名度日益显然。自2016年起，安胜恪道在13个香港成功上市项目中被

委任为保荐人及包销商的律师事务所。而客户亦表示安胜恪道的团队在各方面的专业都拥有

“商业头脑”、“业内知识”及“能提供切实且有效的建议”。部门主管温国良律师擅长就

法律观点和法律问题向客户沟通；并且拥有丰富广泛的专业素养，当中包括公开募股前的重

组及投资事务、香港上市项目、公开募股后的监管及合规事务，以及二次发行工作。 

2019 年亚太地区 500 强律师事务所 

 

在2015至2019年间，我们在超过20个香港成功上市项目中被委任为保荐人及包销商的律师。以香港的成功上市项目数量计算，我

们是包销商的香港五大IPO律师事务所。 

我们还参与了 2018 年的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改革，从而加强香港作为世界顶级上市平台之一的实力。2017 年 6 月共发布两

次磋商，我们的香港 ECM 团队在咨询过程中代理了 14 家保荐人和其他公司，以及若干投资银行家，以准备和提交磋商意见。

我们对这一历史性改革的参与证明了我们在该领域的声望。 

我们的团队在英国执照律师们的支持下，也能够处理两地上市及其他跨境证券交易。我们的跨境能力意味着我们还能协助亚洲

客户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另类投资市场上市。 

我们的客户包括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私营公司和上市公司。 

 

 

主要联系人 

 

 

 

 

 

 

 

 

温国良 

d.wan@aglaw.com 

王倩彤 

a.wong@a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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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客户选择安胜恪道，是因为我们拥有制定 佳策略，以获得 优成果的经验。尽管我们在争议事务方面得心应手，经验丰富，

但我们鼓励律师和客户考虑和解和协调等替代方案，以获得 佳成果。 

 

安胜恪道的团队由岑君毅律师领导，并由 3 名法律顾问郑君朗律师，李汉光律师及黄澧欣律师提供支持,为跨国企业、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香港上市公司和家族企业，董事和高管人员，受监管人士，以及高净值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诉讼 

我们的团队在向各种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服务方面拥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从公管机构，上市公司，家族企业到知名人士，涵盖

各种形式的合同和非合同性的商业纠纷。 

我们的业务涉及各行各业，包括技术、金融服务、能源、保险、海事、运输及物流。我们经常就有关违约及侵权索赔，

雇佣关系，产品责任，专业责任，保险索赔，房地产纠纷，股东与董事间的纠纷，有关代理和产品分销的索赔（如失

实陈述和第三者责任）以及船务保险和货物索赔提供建议。我们的团队在香港各级法院处理纠纷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经

验。我们的经验驱使我们集合拥有多元化技能和专长的团队，从而能够以及时和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服务给予客户。 

国际仲裁 

我们在亚洲的仲裁专家拥有丰富的仲裁实战经验，于主要国际仲裁中担任仲裁律师及仲裁员，并为跨国公司、银行和政府机构

在各个主要仲裁中心的仲裁中提供咨询。 

我们拥有临时仲裁以及各仲裁法规下的仲裁经验，其中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国际商会（I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MAA）以及美国仲裁协会（AAA）。 

主要联系人 

    
岑君毅 

r.sum@aglaw.com 

郑君朗 

i.chang@aglaw. com 

黄澧欣 

j.wong@aglaw.com 

李汉光 

d.lee@aglaw.com 

Vicky Smyth 

v.smyth@aglaw.com 

张竞诗 

s.cheung@aglaw.com 

吴玮 

b.wu@a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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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 

安胜恪道在为机构和个人提供复杂且争议性监管问题的咨询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亚洲，我们的律师在各种政府、监管机构和

行业机构主导的，涉嫌内部欺诈和腐败行为的调查和纪检程序中为客户提供协助。 

 

我们为跨国公司、本地和国际银行及投资银行、会计师、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提供争议性监管问题方面的咨询或代理服务。我们

也经常就涉及香港证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廉政公署，以及其他香港及海外监管机构的监管问题，为上市企业提供咨询。 

欺诈、监管和公司犯罪 

不论是跨国公司、金融机构或高净值人士，我们都确保客户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得到 优质的代理。除了本地经验之外，我们

其他办事处的律师近年来也曾在法庭上代理过备受瞩目的案件。 

数据保密工作 

我们的业务经验包括： 

► 为香港某银行协会，针对其成员银行在香港的直接营销中使用客户个人资料的法律及监管要求提供法律服务 

► 为本地、国际及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所及数字资产/加密货币交易所，针对数据隐私和数据保护提供法律服务 

► 为领先的国际会计师事务，针对香港和其他东南亚司法辖区的跨境数据隐私和数据保护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竞争 

我们为各类交易的竞争法相关问题提供建议，并在竞争法调查、市场调查、并购控制、竞争诉讼、国家补贴和咨询方面具备特别

的专门知识。在香港，我们已为多家本地、中国及国际银行提供过竞争法问题和合规方面的法律服务。 

就业 

我们团队在大中国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经验为我们的其他办事处锦上添花。我们的客户经常要求我们协调地区审查，以确保和

管理全球实践标准。为此，我们与亚洲地区其他相似的专业就业公司组成的网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我们为各种就业问题提供咨

询，包括一般的人力资源法律和顾问工作。 

主要联系人 

  

岑君毅 

r.sum@aglaw.com 

郑君朗 

i.chang@aglaw.com 

黄澧欣 

j.wong@aglaw.com 

李汉光 

d.lee@a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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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业务 

小组 
中国 

我们的中国业务小组为外国企业进驻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代理服务。我们的香港办事处负责引领中国业务小组。我

们香港办事处的大多数员工可精通普通话（包括方言）和中文读写。此外，中国业务小组的成员分布在我们所有的办事处中，并

在代理和针对中国企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卓越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客户发现商机，并规避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经营的风险。我们的团队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

化和经济环境拥有深入的理解。 

我们为所有法律问题提供切实的商业建议，包括中国客户的对外国际投资活动、英国的对内投资活动，以及迫切获得中国市场

增长的国际客户的相关问题。 

我们为在香港、中国、英国和全球经营的客户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 

► 建立、收购和销售企业（包括私募股权交易） 

► 建立合资企业 

► 重组现有业务 

► 筹集国际资金，例如上市、私募股权和债务融资 

► 处理房地产投资 

► 与中国企业就各类交易进行谈判和签约 

► 缓解商业行为的风险。 

此外，我们争议团队在处理和解决纠纷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包括涉及仲裁机构，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案例。 

我们与中国代理商、律师事务所和中介机构关系良好，并建立起强大的推介和合作网络。 

我们的团队曾代理过许多中国和国际公司（包括私营和国有），涵盖各种行业，包括建筑业、先进制造业、零售业和消费业、金

融服务、能源和医疗行业。 

我们的中国客户包括北京建工、天合光能、赛维太阳能、上海电气。我们曾协助处理中国事务的国际客户包括国家核实验室、帝

亚吉欧和 Skills for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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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公司通过与东京桥立律师事务所的联盟在日本提供法律服务。我们协同合作，为参与跨境交易的日本和非日本客户提供整体化的

咨询服务。 

合作代理日本客户多年的两家事务所早就建立起密切的工作关系，以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市场发掘更多机遇为共同目

标。为此，我们在 2013 年正式结成战略联盟。AG 和桥立律师事务拥有某些相同的价值观——不断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

优质的法律服务。 

桥立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80 年，为各类国际和国内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该所的专业领域包括替代性纠纷解决、反托拉

斯和不正当竞争、艺术与娱乐、银行与金融、并购、企业重组与重构、劳工与就业、诉讼和项目融资。 

印度 

安胜恪道在全球增长 快的经济体之一——印度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除了协助想要向海外发展的印度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外，我们还向有意进驻印度市场的英国、欧洲和国际客户提供切实可行的法

律建议，以支持他们的战略。 

我们拥有丰富司法经验、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以及随时与印度的法律界和商界进行协调的能力。 

韩国 

在安胜恪道，我们与韩国客户合作的经验可以追溯 15 年以上。我们在韩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我们全心投入在未来再创新高。 

归功于我们专注的韩国业务小组，我们的团队提供少有其他律师事务可以比拟的专业知识。我们为了解韩国、他们的商业

文化，以及我们的客户投入了大量时间。 

从建筑、能源和基础设施，到企业、重组和房地产金融，我们在协助韩国客户处理世界各地的各种项目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马来西亚 

我们的许多客户都已在马来西亚建立了业务。此外，我们团队还与许多在英国和欧洲有所投资的马来西亚政府基金和企业建立起

长期关系。 

我们为在英国和海湾地区经营的马来西亚公司提供法律问题相关的咨询。在新加坡和香港办事处的支持下，我们同样可以为那些

寻求进一步拓展其亚洲业务的客户提供帮助。我们可以为英国和欧洲，以及海湾地区提供咨询和建立业务。我们曾与东南亚国家

企业就广泛的项目进行过合作，包括收购房地产资产、处理保险诉讼以及资产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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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业绩 

 
为 Capita plc 就其收购亚洲咨询公

司，以及 Work Group plc 的运营提供咨

询 

协助矿业投资公司 Sinom，关于澳洲

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合资的 30 亿美元矿

业合资企业的重大重组 

 
为中国工商银行的伦敦和香港分行提供各

种问题的咨询，包括英国的债务机制 

   

为康桥资本对一家意大利骨科设备制

造商的研发能力的投资提供咨询 

为 Spada Health Concepts 就其对

中国 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子公

司进行的投资提供咨询 

为国家核实验室就其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

英中联合研究及创新中心的建立提供咨询

   

为天合光能就其从 10.5MW 到 50MW 的一

系列太阳能项目的购置与开发提供咨询 

协助 Lenlyn plc 进行中国买家对一

项业务的收购，涉及中国外汇业务 

为 Airdri Limited 就其与中国合

作伙伴在中国经营制造业务的合资企

业提供咨询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期间为 14 个 IPO 

提供咨询 

- Twintek、Fullsun、Bortex、Linocra

ft、Genes Tech、Able、Sanroc、Nanfa

ng Communication、KNK、Progressive 

Path、CMON、Ever Harvest、World

gate 以及 KH Group 

 

为江西赣锋锂业有限公司，一家在深

圳证交所上市的领先的锂电池制造商

提供咨询， 

关于收购澳大利亚一家大型工业金属公

司股票的交易 

 

 

为劳斯莱斯提供咨询，关于其在中国实体

的管理和治理结构的改变，以及在多个东

盟辖区内出售其部分业务。 

   

为 BCEGi（北京建工）提供咨询，关于他们从 2013 年进入英国市场后的多个方案： 

 

关于他们的合资企业投资，以及进行中的

机场城市曼彻斯特的基础设施建设——这

个价值 10 英镑的开发项目是英国首例，

提供 46000 平方米的混合用途开发机会 

 
关于其被任命为价值 7 亿英镑的 Mi

ddlewood Locks 项目的首选开发商

—— 

一座位于曼彻斯特的全新居住区与商

业区 

关于一个位于曼彻斯特城中心 

（St. Michael’s）的价值 2 亿英镑的综

合用途计划，与新加坡的 Rowsley，以及

开发商 Gary Neville，以及 Ryan Giggs

（前曼彻斯特联队球员）合资 

   

代理北京大学资源的股东，让上市公司

股份 
为帝亚吉欧 提供咨询，关于其在

中国建立一个 Johnnie Walker Ho

use 的合作项目 

 

为Skills for Care 提供咨询，关于在
中国一个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 

   

为 GfK SE 的动物和农作物健康

业务，及其遍及 14 个司法辖

区（包括中国和香港）的集团

的管理层收购提供咨询， 

由 Inflexion Private Equity 提供支持 

 
为SD Reid Holdings Pty Ltd 提供

咨询，该企业是澳大利亚 大的

樱桃生产商之一，关于欺诈相关索赔 

 

为 Royal Mail 提供咨询，关于与阿

里巴巴合作，让 Royal Mail 在阿里巴巴

的天猫全球购上推出店铺 

   

为 PZ Cussons 提供咨询，关于其美

容产品和清洁剂进入中国的提案，以及

在新加坡设立的全球采购中心 

 
为一家马来西亚基金提供咨询，关于

一笔重大交易，向一家领先的香港投资

者出售一栋位于伦敦中心的建筑 

 

 

协助处理在香港及日本有关加密货币/数字

资产的纠纷。 

   

 
 

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购 Royal Mint 

court 作为新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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