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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业务
普盈律师事务所为中国企业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 
同时也向世界企业通往中国引领道路。





跨境机遇
成功的业绩

当您就中国相关的法律问题甄选法律顾问时，您无需在这件事上

浪费时间。无论您是一名监督跨国公司中国业务的高管，亦或是

一名寻求海外扩展或融资的中国企业管理人，选任具有优质业绩

与确定资质，并且深入理解中国商业与政治模式的律师必定会使

您受益良多。

作为一家有着近150年历史的全球性律师事务所，普盈律师事务所

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均设立了办公室，我们的业务范围涵盖了

国际交易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且我们拥有一支领先的中国业务

团队，普盈律师事务所是您首选的律师事务所。

我们对影响外商在华经营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环境有着深刻的认

知，同时对可能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国际商业与法律环境也

有着成熟的理解。普盈中国业务团队被认定为大中华地区杰出的

法律服务团队之一，其中的许多执业律师曾是美国、日本和英国

等地的高级官员、银行家与高级管理人员，从融资与搭建跨境交

易架构，到税务与外汇政策要求，再到监管审批与合规问题，他

们具有如何解决这些国际法律问题的第一手信息与技能。

大中华业务普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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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与合营企业

普盈律师事务所中国团队在文化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以此协助客户设定

准确的预期并避免风险，我们协助外国客户理解在华建立商业机构监管与操

作层面的差异，从公司商铺的重要性到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登记中国员工参与

股权激励计划之需求。在依据中国行业政策为跨国公司制定中国运营策略方

面，我们的律师同样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团队可征求地方与中央监管机

构的意见，并协助客户获得必备的授权与许可。当客户在华建立好商业实体

后，我们将继续在公司与法律合规方面协助客户，包括：外汇控制的合规、

海外反腐败与中国反贿赂合规，劳动法合规，商业合同、知识产权以及其他

与在华运营有关的合规问题。在制定海外反腐败与反贿赂培训机制与相关内

部调查方面我们也驾轻就熟。   

资本市场与公司融资

普盈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在美国以及国际证券市场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律师事务

所，我们每年参与众多公开发行交易与私募配售交易。我们的客户涵盖了所

有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发行人、承销商、经纪商、投资顾问以及投资者。近

些年，我们的中国资本市场律师已经代理超过30家中国公司越洋在美国成功上

市，并且其中超过19家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成功地转至美国国家级证券交易所，

包括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并且

我们的律师代理这些客户参与了各种融资交易与其他交易，交易总价值超过14
亿美元。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

新兴企业、风投公司、杠杆收购、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

有限合伙人均受益于我们广受好评的业务能力以及在该等领域广泛的网络。凭

借我们与众多公司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合作——从成立到退出，我们理解新兴

成长公司以及其投资者的需求以及限制。除了法律服务之外，我们最重要的工

作就是介绍我们熟识的投资人与我们代理的公司相识。我们与杰出风投基金的

关系是我们向新兴成长企业与其投资人提供整体服务的关键部分。

中国执业能力

嘉奖与排名

因代表某私募公司收购一家国际包装公司

连同其中国分公司而被2012年M&A Advisor

授予一亿至两亿美元交易组别“年度公司/

战略收购”奖。

因协助某中国跨国公司与一家波士顿数据

存储计算机制造商达成合作关系而被2012

年M&A Advisor授予三千五百万至一亿美元

交易组别“年度跨境交易”奖。

因代表联想集团实现与EMC Corporation之

间的跨国合营而被2012年M&A Advisor授予

三千五百万至一亿美元交易组别的“年度

跨境交易”奖。

普盈中国团队被中国商业法律期刊(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评选为2012年度 

“十佳中国风险投资退出交易”法律顾问 

之一。

《2011年钱伯斯——亚太》认定普盈律师

事务所是杰出的国际风险投资业务律师事

务所之一。

2010年-2011年 《法律500强—亚洲》对普

盈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团队的公司/并购业

务表示认可。

《公司律师》2011年对财富500强公司法务

的年度调查中，普盈律师事务所就证券业

务被认可为“首选”律师事务所。

《证券发售报告》针对直接和非公开证券

发售“代表发行商最佳法律顾问”的排名

中，普盈位列第五。

就2010年的PIPE融资交易，普盈律师事务

所荣获2010年《Dealflow Media》发行人律

师排名的第四名。

2010年《投资与合作》将普盈律师事务所

的私募与风投上海团队评为“年度最佳投

资者律师”。

2010年与2011年《国际金融法律评论1000》
就清洁技术与私募股权业务对普盈律师事

务所中国业务团队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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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业务

跨境兼并与收购

我们的律师理解不同的监管与商业环境会催生不同的挑战。从依据中国、美

国与欧洲法律整理合并前通知备案要求，与美国与中国国家安全法合规，到

税务与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影响，这些都可能影响交易的架构选择；普盈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可以提供详尽的分析并细致的筹划客户为取得长期商业目标

每一步。为了完成我们交易的服务，我们就建立与维持公司合规项目、内控

步骤以及内控制度提供法律意见，其中包括：跨境交易的反腐败禁止调查。 

中国“走出去”战略

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金融机构与投资实体在各领域跻

身于世界最活跃投资人的行列，这些领域包括：能源、不动产、基建、运

输、消费品与技术。中国投资者同样通过多元化的交易架构进入国际市场，

包括：新建项目、收购、合营、投资基金以及股权与债权融资。全面整合的

国际法律平台以及普盈不可分割的中国业务团队铸就了普盈成为向来华投资

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服务的卓越律师事务所。我们代表众多中国公司与

金融机构处理其在美国与世界各地的最复杂且最大规模的全球性项目，通过

我们跨地区团队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以及我们广受赞誉的客户增值服务，我们

向客户提供真正的价值。

银行与金融

普盈律师事务所的金融律师代表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

金融机构广泛处理各种交易，包括：商业贷款、金融衍生品、设备融资、杠

杆融资、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结构性融资、债务重组、免税融资、以及不

良资产与债务投资，以及债务交易。我们同时广泛的提供从首发至违约责任

的公司信托以及代理服务。我们的客户依赖于我们在大型以及中型市场中处

理大量交易的经验，并且我们的律师可与我所的阿布扎比、伦敦、东京与上

海办公室，以及与由各地律师组成的全球网络进行合作就跨境信贷方面向客

户提供法律服务。

中国执业能力

代表性案例

代表某来自中国的大型一体化建设/不动产

公司就其在美国进行的价值15亿美元的基

建与不动产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某跨国公司收购一家美国货运公司在

中国的主营业务。

作为规则144A律师向亚洲航空就其在马来

西亚股票交易所价值三亿一千万的IPO挂

牌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某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就其在美国运营

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某中国水业公司处理其与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特殊目的公司合并事宜，该

合并项目价值为6.25亿美元。

代表某大型中国投资方就其在美投资商

业、零售与酒店资产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某中国公共安全系统公司就其价值

4.25亿美元的退市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规则144A律师向某中国乳制品公司就

其在香港联交所价值2亿美元的IPO挂牌交

易提供法律服务。

担任某财富15强公司的亚洲区法律顾问。

代表某美国宠物产品供应商在华处理其海

外反腐败相关的内部调查，并代表其中国

子公司处理中国法律事务。

代表某大型全球能源公司处理劳动与加密

产品相关的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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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

我们的国际贸易业务处理进出口与外商投资所有方面的政府监管事务。在处

理出口限制、技术转移控制与贸易禁运、外商投资监管、海关合规与执法、

海外反腐败法合规、解释国际贸易协议与贸易争议诉讼或和解、贸易救济程

序、制裁与处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贸易问题等方面，普盈律师事务所有着丰

富的经验。我们代表处于各行各业的美国客户、中国客户以及其他国际客户

进行贸易相关的咨询、处理监管合规与贸易执法、交易、诉讼与仲裁事宜。

知识产权与技术

关于我们的知识产权案件，如：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转让以及出口限制，普

盈的知识产权业务协助客户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中保护、管理、维护、防护

并利用客户的知识产权资产。我们有由100名知识产权律师、技术顾问与专利

顾问组成的团队，分布于我们的美国、东京、伦敦以及上海办公室中。我们

的知识产权团队的成员具有涉及各行业的各种先进科学与技术学位，包括：

电子与机械工程、化学、生物、物理以及其他技术学科。

能源

普盈律师事务所曾就史无前例的能源交易提供法律服务，并就全世界70个国

家的能源项目提供法律意见，我们向客户提供地缘、法律与监管深度以及能

源部门专业经验的组合产物，这是其他世界顶级律师事务所无法匹敌的。我

们是为数不多的能向所有燃料产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从石油与天

然气到核能与可再生能源。我们工作中超过一半的部分是在国际层面操作，

包括协助投资客户处理美国监管要求，以及项目涵盖的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

家的运营与投资。在民用核设施方面，我们的能源团队向众多政府机构提供

与新生民用核电项目开发与实施有关的法律意见，并且就阿联酋核能公司关

于建设4座核电站价值200亿美元合约事项的各个方面向其提供法律服务。

全球外包

在所有律师事务所中，在处理涉及信息技术外包以及业务流程外包的复杂交易

方面，我们拥有最悠久、最丰富的历史。我们外包业务的经验有超过20年的历

史，并且处理了超过500起交易，总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在我们团队的帮助

下，经过我们独家研究与缔约方式，零售、制造、医药、公共事业、通讯以及

金融服务领域的客户已经完成了其设想并成功地实施了其全球外包策略。

我们与众不同

普盈律师事务所的中国业务

团队由来自上海、硅谷、旧

金山、纽约与华盛顿办公室

的律师组成。我们中国业务

团队的律师大多具有中美文

化背景并能熟练运用中英文

双语办公，并且在协助跨国

客户在中国进行商业运作以

及协助中国客户在海外投资

与进行国际性交易时，我们

会以整合跨专业的律师团队

提供服务。我们对地方与全

球法律环境的深入了解，以

及跨地域服务意味着我们时

刻准备好为我们的客户处理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交

易。

普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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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盈

普盈律师事务所——由全球17个办公室组

成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专注于能源与

自然资源、融资服务、房地产与建设施

工、以及技术领域。立足于全球主要金

融、技术与能源中心，普盈向客户提供全

球性法律、诉讼与公司法律服务。

了解更多

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中国业务的信息，请

登录www.pillsburylaw.com/china.

团队负责人

Thomas M. Shoesmith 

苏唐明 

+1.650.233.4553 | Silicon Valley 硅谷 

+86.21.6137.7999 | Shanghai 上海 

thomas.shoesmith@pillsburylaw.com

办公室

阿布扎比  

奥斯汀 

休斯顿  

伦敦 

洛杉矶 

纽约 

北弗吉尼亚 

棕榈滩 

萨克拉门托  

圣迭戈 

圣迭戈北县  

旧金山 

上海  

硅谷 

东京 

华盛顿特区 

纳什维尔（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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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法与诉讼

近些年，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面临极具增长的股东集体诉讼以及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SEC）发起的调查。普盈律师事务所在证券集体诉讼、衍生诉讼以

及公司治理争议中为公司以及其董事与高管辩护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通常

情况下，我们能够在庭审前通过驳回诉讼动议或简易判决动议消除争议危

险。对于SEC发起的调查，若想取得最好的结果，则需要熟谙SEC处事之道的

律师代为处理该等调查。我们的团队在说服SEC工作人员不采取执行行为而终

结调查方面有着无与比拟优良记录。

美国海外反腐败调查（FCPA）

长达25年以来，普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已经代理财富100强企业、中国企业、

小型企业与个人在美国司法部和SEC处理FCPA事宜。我们向客户提供前期风险

管理服务，这一服务向高管以及公司法务提供各种资源以使其更好的理解

FCPA在实务中的概念，同时理解合规与执法的各个方面。若因为内部员工告

密、并购交易尽职调查、财务审计或政府传票而引起FCPA问题，普盈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们将就内部调查与白领刑事辩护方面提供其丰富的经验。为您提

供帮助的律师中有一些之前曾供职于政府检方与监管部门。

房地产、基建与建设施工

从住宅与商业地产资产组合交易到大型基础建设融资与项目开发。普盈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房地产、基础建设设施以及建设施工工程

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在公私合作领域，我们已经代表世界各地的各种政府机

构以及私营企业处理从基础建设设施开发项目到私有化与外包等种种交易。

对于建设施工项目争议，我们的团队在一些州与联邦法院审理的极其复杂的

建设施工案件中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全美行政机关及世界与美国范围内的仲

裁机构中审理的案件中屡次取得胜利。

仲裁与争议解决

普盈律师事务所的国际仲裁业务囊括了来自美国、英国、印度与中国的律

师，他们在国际与地方仲裁解决国际市场争议事务方面展现了卓越的技能与

知识。我们团队的经验包括国际能源与发电项目、建设施工与基础建设设

施、国防工业采购、知识产权、环境整治、国际供应与分销争议、国际贸

易、电脑硬件与软件、航天技术、金融产品、农业、化学、大宗货物、汽车

以及电子设备。我们同样在中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代表客

户处理相关仲裁庭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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