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企业在大湾区的发展助力



INTRODUCTION

2

关于我们
业务领域
我们在大湾区的精选案例
联系我们

目录



卢思元
贝克·麦坚时全球执行委员
会委员/大湾区业务负责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旨在促进九个地市与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整合，以建立
一个足以媲美东京、纽约和旧金山的全球经济、创新和科技中心。这是中
国迄今为止最具雄心、最引人瞩目的发展战略之一。

四十逾年来，我们为客户在大湾区的各类业务发展提供法律咨询，受到业
内广泛认可及好评。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共拥有300余名律师，
对大湾区乃至全国的法律、文化和政策情况有着透彻的了解。作为第一个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联合经营许可证的中外律所联营办公
室，我们致力于为在中国以及海外经营的中资企业和外资跨国企业提供全
面且务实的法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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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迅
中国十佳成长律所 

《亚洲法律事务》， 2020、2019、 
2018、2017年
卓越表现律所 - 《商法》，2019年
年度最具潜力律师事务所大奖 

《亚洲法律杂志》，2019、 2018、 
2017 年

奋迅·贝克麦坚时
年度最佳联营办公室大奖 

《钱伯斯亚太》，《钱伯斯》 
中国大奖，2020年

贝克·麦坚时
年度最佳国际律师事务所 

《商法》，2021、2020、2019、2018、 
2017、2016、2014、2013年
度最佳国际律师事务所 

《中国法律与实践》，2020、2016、 
2014 、2011年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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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及荣誉

成立于1949年的贝克·麦坚时国
际律师事务所，迄今为止，已通过
其分布于46个国家和地区，77家
办事处的12,000多位员工，为众
多全球最具活力以及最成功的企
业和组织提供了完备而优质的法
律咨询服务。贝克·麦坚时最为称
道的是我们对于不同语言和商业
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于不断追求
卓越的执着、在客户服务中所一贯
表现出的娴熟自如以及广泛的全
球影响力。顶级法律评级机构《亚
太律所品牌指南》(Acritas)连续十
一年来在包括知晓度、偏好度、跨
司法管辖区诉讼以及跨司法管辖
区交易在内的四项核心品牌评估
皆将贝克·麦坚时评为首选律师
务所。

奋迅律师事务所于2009年在北京
成立。在十年的时间内，奋迅迅速
成长，先后在上海和海南成立分
所，目前共有100多位法律服务专
业人员。法律服务领域覆盖并购、
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基金设立
与投资、竞争与反垄断、银行与金
融、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争议解
决、劳动法、房地产和税务的领域。 

奋迅·贝克麦坚时（自贸试验区）联
营办公室于2015年成立，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全面覆盖国际和中国
法律的一站式服务。

联营将使得两家律所能够协同响
应客户需求、共同为客户处理法律
业务、互派律师以及交流法律服务
专长。通过联营，我们可以为客户
提供涉及中国法律的相关咨询以
及出具法律意见书。



房地产及房地产信托基金
我们在中国房地产和酒店行业的实
践始于1990年，有着悠久的历史。
如今，我们的业务在中国大陆和香
港地区持续发展，实践能力备受业
内认可，在亚洲首屈一指。我们对中
国的各类房地产和酒店产品、项目
和交易有着丰富的经验。
房地产业务领域第一级别律师事务所  

（中国）-《钱伯斯亚太》，2008年 – 2021年

公司法/并购
多年来，我们协助战略和金融投资
者构建公司结构、执行公司事务并
进行在华投资。我们的并购团队由
50多名位于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专
业律师组成，致力于为全球客户的
在华投资以及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
提供法律服务。
公司法/并购业务领域领先的律师事务所：
精英 （中国）-《钱伯斯亚太》， 2021年、  
2020年

银行及金融
我们的银行及金融业务在业内领
先，拥有优越的全球和本地资源。我
们在交易的各个阶段代表出资方、
公司实体以及金融机构，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法律咨询服务。
银行及金融业务领域领先的律师事务所  

（中国）-《钱伯斯亚太》，2011年 – 2021年

资本市场
我们的资本市场业务部提供证券及
IPO相关的法律服务，拥有30多名
持有香港、美国等不同司法管辖区
执业资格的律师。
资本市场业务领域领先律师事务所：债务 

（中国）- 《钱伯斯亚太》，2012年 – 2019年

金融服务
我们的的金融服务团队由行业领域
的专家和拥有金融服务各个领域法
律监管知识的律师组成。我们强大
的争议与非争议金融服务业务能力
使我们在协助客户处理监管程序方
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金融服务业务领域领先的律师事务所  

（中国）-《钱伯斯亚太》，2015年 – 2021年

劳动法
我们在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劳动法相
关服务，我们的资深专家就争议解
决、非争议事项咨询、调查及其他劳
动法相关领域提供法律咨询。
劳动法业务领域第一级别律所：中国法 

（中国）-《钱伯斯亚太》，2013年 – 2021年

税务
我们在中国已提供将近30年的优
质税务服务，经验极其丰富。 我们
的中国税务团队在北京、上海及香
港都有专职从事税务服务的律师。
一直以来，我们的中国税务实践都
名列全球各大领先出版物奖项的榜
首，包括《钱伯斯》，《亚太法律500
强》，《亚洲法律杂志》中国法律大奖，

《国际税务评论》 以及《中国法律
与实践》。
第一级别税务律所：中国法（中国）- 《钱伯
斯亚太》，2011年 – 2021年

知识产权
覆盖中国的全面知识产权业务能力、
丰富的执业经验、专业的法律资源和
专业技能使得我们能够提供高效的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为客户量身打造
满足特定行业需求的法律服务。
知识产权业务领域第一级别律师事务所  

（中国） - 《钱伯斯亚太》，2012年 – 2021年

技术、媒体和通信
我们的全球 TMT 团队广涉不遗，博
大精深，构建的全球网络囊括了众多
领域的专业人员，他们具备深厚的专
业知识，可灵活调动。我们提供包括
专业的当地法律咨询、优质法律文书
的起草和翻译等在内的各业务领域
一站式法律服务。 数十年来，我们一
直与海内外科技巨头开展合作，处理
全球不同辖区的大量交易和事务。这
让我们能够轻松快速地发现 TMT 公
司的潜在隐患，并为他们提供实用、
全面且经济有效的定制化咨询类服
务。
技术、媒体和通信业务领域领先律师事务所

（中国）-《钱伯斯亚太》，2017年 - 2021年

医疗健康
我们是全球医疗领域最为活跃的律
师事务所之一，拥有超过70年的从
业经验，对医疗行业有着全面深刻
的认识和了解。我们的律师在医疗
行业领域的执业经验相当丰富。同
时，我们还通过在律师团队中吸纳
科学家、安排律师借调至客户处、与
参与行业协会活动等方式，不断加
强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执业能
力。
生命科学业务领域领先律师事务所（中国）-

《钱伯斯亚太》，2014年 - 2021年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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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大湾区的精选案例

春泉房地产投资信托
地点
广州 
香港

类型
房地产

就收购广州惠州华贸天地购物中心提
供法律服务。华贸天地总建筑面积达
144,925 平方米，拥有7层零售商铺。

越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地点
广州

类型
房地产

就拟投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法律服
务。广州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十大最高建
筑之一，也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坐落于
广州中心商圈。

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
广州 
香港

类型
房地产

就收购广州市品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86% 股权提供法律服务。

孤狼世界公司

地点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类型
合资

为其与特步国际控股公司的合资企业就
在中国、香港和澳门发展，营销并分销迈
乐和索康尼产品提供法律意见。该合资企
业计划以迈乐和索康尼品牌在中国各大
城市购物中心开设分店，同时也致力于增
加品牌在香港和澳门的知名度。

港元/人民币离岸中心

地点
广州

类型
银行及金融

就交易融资以及在岸人民币信贷从而 为
现有离岸和在岸交易进行再融资提供法
律服务，用以为广州某房地产项目的管理
层收购提供资金。

UPMG

地点
深圳

类型
知识产权

就UPMG的中国子公司与中国大陆某医
院组建一家特殊VIP妇产诊所的相关事宜
起草合同；医院就约翰·霍普金斯的名称
和商标的使用签订许可协议；就设备出售
以及深圳UPMG向医院提供咨询服务签
订形式合同。

恒大

地点
深圳

类型
并购

就通过名下位于深圳的子公司向深圳市
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个人收购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58.07%注册资
本股权提供法律服务。总对价达10亿人
民币。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地点
香港

类型
金融服务

为客户就其与工商银行、港交所、高瓴资
本及香港商人郑志刚合资组建合资企业。
该合资企业名为贻丰，是一家为用户带来
全新虚拟银行体验的金融科技平台。

某客户

地点
深圳

类型
劳动法

就深圳、上海和成都的几名员工因公司重
组而被解雇提供法律服务。在这些雇员
中，有当地人力资源部员工、公司工会主
席以及委员会成员。

德国英力士公司

地点
深圳

类型
并购

就其向道达尔公司收购广东佛山聚苯乙
烯生产基地提供法律服务。英力士公司是
苯乙烯产业的领军企业。

Life-Space Group

地点
香港
澳大利亚

类型
并购

代表澳大利亚益生菌市场规模最大企业
之一的Life-Science Group，就向广州汤
臣倍健出售其100%股权，并与汤臣倍健
签 订具有约束力协议提供法律服务。

某海上钻井服务提供商

地点
深圳

类型
税务

就中国监管、税务、海关以及南中国海海
上钻井项目的相关问题提供法律服务。该
客户是中国最大的海上原油及天然气生
产商的深圳分公司聘用的首家海上钻井
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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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联系人 
为您提供大湾区法律需求和互联服务

陈伟国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971
rico.chan 
@bakermckenzie.com

 
房地产

袁开宇
高级顾问, 上海
+86 21 6105 8515
kevin.yuan 
@bakermckenziefenxun.com

金融服务

刘芳君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689
isabella.liu 
@bakermckenzie.com

知识产权和医疗保健

文凯彝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004
karen.man 
@bakermckenzie.com

金融服务

徐津  
合伙人, 上海
+86 21 6105 5991
jeff.xu
@bakermckenziefenxun.com

并购

郭威君
外国注册律师, 香港
+852 2846 1808
lex.kuo
@bakermckenzie.com

技术、媒体和通信 

王湘红
合伙人, 北京
+86 10 5649 6016
wangxianghong
@fenxunlaw.com

银行和金融

程启峯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835
kenneth.ching
@bakermckenzie.com

银行和金融

Jonathan Isaacs
外国注册律师, 香港
+852 2846 1968
jonathan.isaacs
@bakermckenzie.com

劳动和就业

李心雯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692
christina.lee 
@bakermckenzie.com

资本市场

王进雄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642
jeremy.ong
@bakermckenzie.com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黄诗蔚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2443
jason.ng 
@bakermckenzie.com

基金

谭志伟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629
martin.tam 
@bakermckenzie.com

保险

林怀之
外国注册律师, 香港
+852 2846 2190
amy.ling 
@bakermckenzie.com

税务

潘家伟
合伙人, 香港
+852 2846 1718
derek.poon
@bakermckenzie.com

并购

王英哲
管理合伙人, 北京
+86 10 5649 6088
wangyingzhe 
@fenxunlaw.com

资本市场

卢思元
贝克·麦坚时全球执行委
员会委员/大湾区业务负
责人
+852 2846 1727
shihyann.loo 
@bakermckenzie.com

主要业务负责人/ 
知识产权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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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迅律师事务所和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 
(自贸试验区) 联营办公室
奋迅·贝克麦坚时联营办
公室于2015年4月在上海
自贸试验区成立，是首家
由上海市司法局批准设
立的联营办公室。

联营办公室由贝克·麦坚
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和奋
迅律师事务所双方派出
的持有中国和外国执业
证书的律师组成。

联营办公室将为跨国及
中国公司提供覆盖全行
业、项目和交易的境内外
法律一站式服务。

©2021 奋迅·贝克麦坚时联营办公室。版权所有。

奋迅·贝克麦坚时联营办公室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有限合伙制）所和奋迅律师事务所（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4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
是首家由上海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联营办公室。 “合伙人”一词指上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同等人员。同样，“办事处”一词指任何上述律师事务所的办
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