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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旧金山
洛杉矶北京

青岛

上海

南京

杭州

成都

阿拉木图

重庆

广州

海口

香港

武汉

伦敦 东京

深圳

立足中国 连接全球
LEGAL SOLUTIONS 
FOR CHINA BUSINESS

18个 全球办公室

中伦律师分别专精于特定的专业领域，通过合理的专业分工和紧密的
团队合作，中伦有能力在各个领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中国法律服务。

中伦律师事务所创立于 年，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中伦拥有包括 390 余位权益合伙人在内的 2400 多名专业人员，在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重庆、青岛、杭州、南京、海口、东京、
香港、伦敦、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阿拉木图设有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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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律师联盟（World Law Group）唯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成员，中伦
与境外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多维度、多渠道的合作关系，搭建了多元化、深层
次的全球服务平台，能够高效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专业法律服务。

中伦国际合作平台
ZHONG LUN GLOBAL NETWORK

190+
100+

友好合作伙伴

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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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英
LinkedIn
2021
顶尖公司排行榜
中国最适合职业生涯成长企业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
2021
年度中国律师事务所
年度中国香港地区律师事务所
年度建设工程律师事务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
2020-2021
黄金联盟（全国精英律师事务所）
2013-2019
年度综合卓越实力律所
年度卓越律所（中国）
2020-2021
年度卓越综合实力律所（杭州）
2021
年度卓越综合实力律所（大湾区 / 南京 / 山东）

中伦的服务不断得到客户及同业的广泛好评，中伦及中伦律师多年蝉联钱
伯斯（Chambers & Partners）、国际金融法律评论（IFLR）、法律 500 强
（The Legal 500）、Benchmark Litigation、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中国法律商务（China Law & Practice）等著名专业法律媒体
的推荐与排名。

钱伯斯  
Chambers & Partners

2022
获推荐业务领域（32）、律师上榜人次（87）

2022
年度公司业务及融资中国律师事务所

2017 & 2019
年度争议解决中国律师事务所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

2021
年度亚太公司业务中国律师事务所

2021
年度最佳律师事务所（重庆）

亚洲法律杂志  
Asian Legal Business

2019-2021
年度北京律师事务所大奖

2020
年度中国律师事务所

2021
年度最佳中国律师事务所（香港）

2020-2021
年度中国最佳雇主

Benchmark Litigation  

2019-2021
年度中国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荣誉
OUR HONORS

06 07



08 09

我们的业务领域
OUR PRACTICES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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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资本市场 CHINESE MAINLAND CAPITAL MARKETS

中伦是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综合实力最强的律所之一

资本市场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3-2021）

资本市场：国内发行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资本市场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资本市场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4-2022）

资本市场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资本市场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 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4-2022）

境内资本市场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1）

服务内容

股权资本市场

 ● 上市前改制、重组
 ● 上市前私募融资
 ● 首次公开发行
 ● 上市公司再融资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上市公司收购及借壳上市
 ● 上市公司合并、分立、退市及恢复上市
 ● 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
 ● 上市公司股份分拆、回购
 ● 上市公司治理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 上市公司日常法律服务
 ● 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及资产管理

债券资本市场

 ● 公司债券
 ● 企业债券
 ● 金融债券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资产证券化
 ● 可交换债券
 ● 可转换债券

中伦是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综合实力最强的律所之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历年发布的
《中国资本市场法制发展报告》及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所的公开数据统计，在律
师事务所从事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证券法律业务排名中，中伦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公司再融资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境内证券法律业务领域始终名列前茅。

中国内地资本市场 /证券领域是中伦的核心业务之一，中伦也是中国最早从事证券
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二十余年来，累计为近千家公司提供了中国境内股票发行
上市和其他证券业务的法律服务。中伦拥有庞大的专业律师团队、顶尖的专业实力
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流程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伦是
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股票发行业务领域长期领跑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在历年完成的境
内首次公开发行业务排名中，多年排名第一，也多次被《钱伯斯亚太》（Chambers 

“

“

“中伦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们会在尽调中为我们提供商
业方面的建议。”

“中伦的知识非常渊博。”

“中伦反馈及时，建议中肯，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在证券
业务方面，中伦是我们的首选。”

“中伦非常优秀，他们一直在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钱伯斯 Chambers

Asia-Pacific）、《国际金融法律评论》（IFLR1000）和《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等国际知名媒体或杂志重点推荐。

在多年的实务中，中伦与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审计
和评估机构以及上市公司建立了密切且良好的工作关系，能够确保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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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境外资本市场 HONG KONG & OVERSEAS CAPITAL MARKETS

中伦在香港和境外资本市场领域的法律服务始终居
于市场前列

资本市场：香港地区及海外发行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5-2021）

资本市场：香港地区及海外发行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资本市场：香港地区及海外发行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境外资本市场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1）

中伦在香港和境外资本市场领域的法律服务始终居于市场前列。近二十年来，中
伦先后累计为数百家公司提供了中国境外股票发行上市和其他证券业务的法律服
务，包括红筹股、H股、D股、B股、境外债券、票据等项目，涉及的境外证券交易
所包括香港、纽约、纳斯达克、多伦多、新加坡、东京、伦敦、台湾、澳大利亚、韩
国和法兰克福等，服务产品种类及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在资本市场债务和股权（香
港地区及海外发行）领域，中伦多年来连续获得《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

Pacific）和《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等国际知名媒体及权威刊物
的第一级别推荐或重点推荐。

在多年的实务中，中伦与诸多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境内外著
名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以及众多境内外上市公司建立了密
切而良好的合作关系，确保为客户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资本市场同时也是中伦香港办公室的核心业务之一。中伦香港办公室作为香港律
师在境外资本市场领域为申请上市的公司 /发行人、承销商及保荐人担任法律顾
问，亦为全球知名企业及大中华地区大型国有企业及民营翘楚提供与香港联交所
上市相关的全面法律服务。

服务内容

股权资本市场

 ● 境外上市前改制、（红筹化）架构重组
 ● 境外上市前创始人及高管团队家族信托、境外持股

方案的设计
 ● 境外上市前管理层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
 ● 境外上市前的私募融资
 ● 红筹结构境外首次发行与上市
 ● 中国公司境外首次发行与上市
 ● 境外上市公司境外再融资
 ● 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
 ● 境外上市公司收购、分拆、回购
 ● 境外上市公司私有化及退市

香港及海外公司的设立和维护

 ● 协助于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
岛等地设立境外公司

 ● 变更董事及公司秘书
 ● 增发及回购股份
 ● 向现有股东或第三方转让股份
 ● 设立股份或资产抵押及处理有关登记

债券资本市场

 ● 境外美元、欧元债券
 ● 离岸人民币债券
 ● 私募债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资产证券化
 ● 可交换债券
 ● 可转换债券

股权资本市场

 ● 首次公开发行
 ● 红筹股、H 股公司回归内地资本市场
 ● 公开收购
 ● 公开及不公开出售证券
 ● 私有化
 ● 上市公司的一般性合规业务和常年法律服务

“

“

“中伦在资本市场发行方面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它的境内业务和境外业务发展均衡，在 A 股、H 股、红筹股和其他债券发
行上市方面能够提供全面服务。无论是债权业务，还是债务业务，中伦的表
现都很出色。”

“中伦团队的服务很及时，能够高效地帮助客户解决业务发展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和痛点。”

“中伦律师在并购、上市前融资和 IPO 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能够帮助
客户处理合规事务，并协助客户作出关键决策。”

——钱伯斯 Chambers

中伦境内办公室作为境内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

中伦香港办公室作为香港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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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购和公司治理 INVESTMENT/M&A & CORPORATE GOVE RNANCE

中伦投资并购和公司治理业务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并
得到广泛认可

公司 / 收购兼并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4-2021）

公司并购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公司并购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公司并购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4-2022）

中国并购排名第一级别推荐
（亚洲法律杂志 ALB，2014-2021）

境外并购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0-2021）

公司并购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收购兼并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4-2022）

投资并购系中伦的核心业务之一，多年来该业务领域一直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并得到
广泛认可。自《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2007年第一次对中国律所作
出评选以来，每年中伦均有多位律师入围“并购领域第一级别”律师。近年来，中伦代
表众多国内外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客户完成了包括重组、并购在内的一系列知名且
复杂的交易，同时助力于高新科技企业的培育发展。在这些成功的交易中，中伦律
师展现了将丰富的执业经验与跨专业精诚合作相结合为客户提供整体服务和意见
的核心竞争力，对中国法律和监管环境深刻理解，对税务、财务和商业综合知识融
会贯通，以及对客户需求精准把握和总能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能力。

服务内容

中伦的投资并购法律服务包括

 ● 产业准入政策咨询
 ● 交易结构设计、税务筹划及与交易

相关事项的咨询
 ● 开展法律尽职调查
 ● 交易文件的起草和谈判
 ● 就交易所需审批事项提供意见
 ● 根据客户或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法

律意见书
 ● 为交易交割前、过渡期及交割后的

整合提供建议
 ● 反垄断申报
 ● 国家安全审查
 ● 公司股权重组
 ● 外资并购，中外合资合作谈判及交

易架构设计
 ● 生产性或房地产类项目的建设，运

营，销售

中伦的公司治理法律服务包括

 ● 企业设立与变更
 ● 企业日常经营与业务运营
 ● 公司业务合规咨询
 ● 企业业务剥离、业务重组
 ● 企业合并、分拆（分立）
 ● 企业的清算与解散
 ● 企业的章程、内部规章制度等治理文

件的起草
 ● 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的起草
 ● 企业股权架构设计、上市前公司架构

重组
 ● 企业风险投资的引入及增资协议的谈

判，草拟，风险投资者与创始团队的
共同治理安排设计、协调与纠纷处理

 ● 员工激励的制度设计，协议草拟
 ● 其他公司治理业务

同时，中伦为众多客户提供公司治理的法律服务，服务客户包括财富五百强公司、
知名跨国公司、细分行业龙头企业以及行业投资基金，在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
与自然资源、金融、通讯与技术、文化娱乐、酒店业、汽车制造行业、电子商务、快
速消费品等诸多行业拥有丰富的公司治理法律服务经验。

“中伦的法律服务质量一直很高，既全面又深入。和我们合作的律师
始终都能作出迅速响应，哪怕即使有时差存在。”

“作为客户，我们对中伦团队提供的服务很满意。他们的尽调工作一
丝不苟、勤勉尽责，能够找到客户的关切所在，并向客户提出相应的
风险提示和应对措施。中伦的法律咨询服务及时且令人满意，律师总
是尽可能身临现场，并在关键谈判阶段提供专业意见。他们能积极配
合我们的工作，提供相关报告，进行沟通联络，作出解释说明。律师
对法律文件的修改严谨细致，认真负责，我们很满意。”

——钱伯斯 Chamb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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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投资并购 CROSS-BORDER INVESTMENT/M&A

中伦跨境投资并购团队覆盖多个司法管辖地、多语种和多种文化，代表各洲客户
处理体量从上千万美元到超过十亿美元的境内投资并购项目，也协助中国客户处
理遍及美洲、欧洲、南美洲、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及非洲等全球大多数国
家的投资和并购项目。

中伦的服务涵盖在各种跨境投资并购类型中，从交易开端的产业准入法律和政策，
交易结构设计，项目和合作伙伴尽职调查，项目融资、交易文件的起草、谈判和签
署，监管机构审批，到项目的交割和最后的协同整合的所有阶段。团队在每个行业
领域都有市场一流的律师处理复杂并购投资交易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税务、
外汇、合规、环境、不动产、知识产权、劳动、反垄断等，且具有英文、法语、德语、
俄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韩语的语言能力。

多年来，中伦在该业务领域一直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并得到广泛认可。自《钱伯斯亚
太》（Chambers Asia-Pacific）2007年第一次对中国律所作出评选以来，每年中
伦均有多位律师入选领先律师，包括“并购领域第一级别”律师，并购业务连续多
年被列为第一级别。

近些年来，中伦代表众多国内外跨国公司、基金和上市公司客户完成了诸多知名
和复杂的交易。在这些成功的交易中，中伦律师展现了高效调动资源，将丰富的执
业经验与所内不同专业精诚合作为客户提供高效整体服务和意见的核心竞争力；
对中国法律和监管环境、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对税务、财务和商业综合知识的
运用能力；对基础商业逻辑的敏锐嗅觉；以及以切实、建设性和创新性解决复杂
或前沿问题的特质。中伦以专业精神和对优质服务的坚持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商业目标，助力其业务成长壮大。

服务内容

 ● 境内或境外绿地投资
 ● 市场准入
 ● 合资和战略合作
 ● 不动产和新基建投资和并购项目
 ● 境外投资者并购中国上市或非上市

公司
 ● 涉及多司法管辖地的跨境并购项目
 ● 境外投资目的地国家法律环境调查

和风险分析

 ● 境外投资和股权或资产并购
 ● 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 PPP 项目
 ● 资产或业务出售或剥离
 ● 跨境业务或资产重组
 ● 跨境融资和担保
 ● 跨境税务筹划和架构

中伦在跨境投资并购领域一直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并得到
广泛认可

国际及跨境交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20-2022）

境外并购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0-2021）

“中伦律师事务所拥有一支口碑颇高的团队，在并购、重组、战略
投资和战略联盟业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在 TMT、金融
服务和公用事业等众多领域保持着出色的执业业绩，为众多国内
大型企业提供过跨境交易服务。”

“他们的工作风格非常前沿，是我们的榜样之一。”

“中伦团队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都很高。” 

——钱伯斯 Chamb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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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建设工程 

 ● 建设工程发包及招投标
 ● 建设工程合同文件制作、谈判
 ● 建设工程合同履行及监督
 ●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及交付
 ● 建设工程结算
 ● 建设工程保修及质量保证

工程和项目开发 CONSTRUCTION & PROJECT DEVELOPMENT

中伦的工程和项目开发业务是事务所的传统基石业务，涵盖了房地产（包括住宅、
商业综合体、旅游和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及 PPP、能源、公共事业及工业制
造业等领域。凭借庞大的团队、专业的分工、雄厚的经验和坚持不懈的研究，中
伦一直作为领军者走在行业前沿，在各个领域均有广受赞誉的合伙人，为诸多有
着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如奥运场馆、中国尊、上海迪斯尼、北京环球影城、
央视大楼、国家博物馆等提供法律服务。

在房地产、建设工程以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中伦持续多年被包括《钱伯斯
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亚洲法律杂志》（ALB）、《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及《国际金融法律评论》（IFLR1000）等在内的国际权威法律评级
机构列为第一级别推荐，并荣膺“最佳房地产律师事务所”“年度最佳房地产与
建设工程交易”等多项大奖。

在项目开发方面，中伦是少有的在土地综合开发、土地出让、项目投融资、工程建设、项目
转让、各类并购交易、运营与管理、争议解决方面均配置有专业人才并能强力整合协同工
作的律师事务所；在工程建设方面，中伦率先开拓了涵盖合约规划、招投标、合同审查及
谈判、履约照管、工程索赔、验收交付及工程结算整个链条在内的全流程服务模式，并为
诸多客户所青睐。

同时，随着中国海外投资事业的蓬勃发展，中伦工程律师也伴随着中国的投资人、承包商
走向世界，对海外工程投资环境和法律问题的认知、处理方面均有精到的认识，并在遍及
中东、东南亚、澳洲、南美、北美、欧洲的能源、矿产、工业、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项目中，
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中伦的工程和项目开发业务是事务所的传统基石业务

建筑工程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5-2021）

项目与基础设施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6-2021）

建筑工程领域和项目与基础设施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项目与基础设施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7-2022）

房地产和建设工程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6-2022）

项目开发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8-2022）

建筑及基础设施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6-2021）

项目开发

 ● 项目开发或合作开发的法
律结构设计

 ● 法律尽职调查
 ● 项目企业设立
 ● 土地投资、土地交易协议
 ● 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及土

地综合开发
 ● 项目合同文件起草、修订、

谈判
 ● 融资架构设计

 ● 融资合同文件起草、
修订、谈判

 ● 项目担保
 ● 项目建设
 ● 项目运营管理
 ● 项目交付
 ● 项目销售
 ● 项目并购交易
 ● 税务筹划
 ● 保险筹划

“他们的服务质量很高。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很强，在金融、建筑工程和诉
讼方面很擅长。我们碰到复杂案件时，中伦是我们首选的律所之一。”

“中伦为我司提供建设工程等多种领域的法律服务，体现出强大的跨领域协
同能力、出色的整体服务能力和高效专业的服务水平。”

——钱伯斯 Chamb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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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NG融资业务

中伦作为最早涉足银行和金融服务领域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为国内外众多
客户提供广泛而深入的融资相关法律服务，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并屡
获《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亚洲法律杂志》（ALB）、《中
国法律商务》（China Law & Practice ）、《Corporate International》、《商法》
（Chinese Business Law Journal）、《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国
际金融法律评论》（IFLR1000）、《国际项目融资杂志》等多家著名法律媒体及
评级机构颁发的多个法律奖项，且连续多年被评选为银行与金融领域的顶级律
师事务所并获得第一级别推荐。中伦律师活跃在各类融资服务领域一系列里程
碑式的交易中，使得中伦成为融资业务法律服务领域的领跑者之一。

“我们需要与外部律所合作时，都会找中伦。”

“中伦的表现一直很出色，服务质量和专业化程度都非常高。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有问题，他们都能高效地解决。”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并购融资
 ● 项目融资（包括房地产、能源、基础设施等）
 ● 商业贷款、银团贷款
 ● 贸易和商品融资、信用证、保函、票据、保理业务
 ● 融资租赁（包括飞机、船舶、大型设备融资等）
 ● 消费金融
 ● 供应链金融和债务重组

中伦连续多年被评选为银行和金融领域的
顶级律师事务所并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1-2021）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9-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4-2022）

银行及金融领域获得杰出律所 / 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中伦在此领域的客户包括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公司和基金借款人和担
保提供者。得益于在跨境融资交易中拥有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内提供服务
的能力，中伦主要为中国及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银行及金融机构、跨国
公司和本土企业等提供融资法律服务。

中伦的服务包括融资交易结构及担保架构设计、交易文件的中英文起草、
审查及参与谈判、参与项目交割、合规性审查和建议、尽职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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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T RESTRUCTURING & NON- PERFORMING ASSETS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

中伦作为最早涉足公司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在大型民企及大型集
团企业的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业务特色及行
业竞争优势。

中伦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专业团队由多地办公室数十名合伙人及专业律师组成，具备创新运用
诸多领域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能够为客户债务重组与不良资产处置提供全方位高效优质的法
律服务。

中伦在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服务客户不仅包括行业头部企业、金融机构、困境资本等，还
包括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等部门，已为一系列规模从几亿至千亿的重大项目提供全流程法律服务。

“中伦在这个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

“中伦团队合作默契。从合伙人到初级律师，每个团队成员都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
能够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代表困境企业实施债务重组
 ● 代表投资人参与困境企业债务重组
 ● 金融债委会 / 联合授信委员会规范运作
 ● 地方政府区域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
 ● 不良资产转让
 ● 不良资产投资

中伦是最早涉足公司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
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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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TION & WEALTH PLANNING 税务和财富规划

中伦是中国律师事务所中提供税法及个人和家庭财富规划服务的领军事务所。中伦
的税务律师在国际税法领域负有盛名，尤其擅长处理复杂的跨境事项，如与跨国投
资和交易相关的税务咨询、筹划和争议解决。中伦的税务律师均从中国和国际的知
名法学院毕业，拥有全面的中国和国际税法专业知识，并具有多年的国际律所和咨
询事务所的工作经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时拥有律师和税务师资格。

“中伦在税务方面已执业多年，经验丰富，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他们的服务及时优质。”

“中伦律师致力于合理合法地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对客户咨询的问题，他们总能提
供恰当的法律意见，而且响应迅速。”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是中国律师事务所中提供税法及个人和家庭财富
规划服务的领军事务所

税务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7-2021）

私人财富管理领域获得焦点排行榜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8-2021）

税务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私人财富管理领域获得焦点排行榜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私人财富法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高净值财富指南 Chambers High Net Worth Guide，2021）

私人财富管理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22）

税务领域获得特别推荐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6-2022）

税务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税务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3-2018 & 2020）

服务内容

中伦的税务法律服务包括

 ● 境内和跨境投资架构的设计
 ● 公司重组和并购相关税务服务
 ● 公司上市相关的税务服务，包括架

构重组和创始股东税务筹划
 ● 反避税和税收协定相关服务
 ● 超高净值个人及家族的税务服务
 ● 股权激励和企业高管相关税务服务
 ● 进出口税务服务
 ● 公司日常税务咨询
 ● 税收争议解决

中伦的税法业务客户遍布众多领域，包括互联网、高科技、基金、金融、制造、地产、能源、物流、
贸易、娱乐、传媒、体育和专业服务。他们中大多数是大型跨国企业、中国极有影响力的企业和
著名投资基金。

作为大中华区内规模最大并最富有经验的私人客户法律顾问之一，中伦还擅长向超高净值个人
和家庭提供全面的财富规划法律服务。在诉讼服务方面，中伦律师擅长处理因婚姻、继承类纠
纷以及由此类案件引发的各项疑难复杂的财产类诉讼，尤其是涉及上市公司股权分割、跨境股
权处理、家族企业股权遗产纠纷、跨越两个以上国家 /地区法域的复合型离婚纠纷等。在非诉
服务方面，中伦服务的范围涵盖了婚姻全周期的财产分配规划、家族信托和保险规划、财富安
全保护与财富传承规划、慈善规划等。

中伦还是许多超高净值人士家族办公室的税务及法律顾问，为多个知名家族提供全方位的税务
和财富规划服务。

中伦的财富规划法律服务包括

 ● 婚前和婚内财产梳理及规划
 ● 超高净值个人移民相关的资产规划
 ● 上市前 / 后主要股东财产梳理及规划
 ● 遗嘱安排规划、意定监护规划、紧急事件规划
 ● 财产代持规划
 ● 境内 / 外保险梳理及规划
 ● 境内 / 外家族信托规划及设立
 ● 家族宪章服务
 ● 慈善规划
 ● 家族办公室相关法律服务
 ● 个人家事顾问服务和综合财富规划
 ● 疑难、复杂婚姻 / 继承诉讼及与婚姻、继承

相关的商事诉讼（如公司股权、不动产）及其
他相关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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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EQUITY & INVESTMENT FUNDS 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

中伦是国内最早提供专业的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业务
贯穿私募基金的设立募集、投资、项目管理等多个环节，并始终以丰富的实践经验
和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处于该领域的领先位置。

在私募股权投融资方面，中伦向私募股权 /风险投资基金及创业企业提供务实的方
案、主动的服务和前瞻的建议，并参与设计适合今后在海外上市或中国境内上市的
可灵活变通的公司结构。从初始轮到后续投融资交易的投资意向、投融资文件的谈
判、起草和执行。在由多家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大型投融资项目中，中伦经常被
选作牵头律师，在这些项目中，中伦不仅是投资人或创业企业的律师，也是整个项
目的组织者和推进者。

在私募基金设立运营方面，中伦协助各种类型的募资方 /投资方完成境内人民币基
金和境外美元基金的募集设立，包括各类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
母基金、房地产基金及其他私募投资等）的设立，也涵盖设立离岸基金、以合格境外
有限合伙方式设立的人民币基金，以及跨境平行基金等，并为境内外私募基金的日
常运营提供全周期的法律服务。

“我认为中伦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们能够准确把握协议要点，
及时作出反馈。”

“中伦团队处理案件的方式非常专业，他们熟悉市场惯例及
相关法规，能够迅速作出响应，并给出建设性意见。”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是国内最早提供专业的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
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领域和投资基金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4-2021）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领域和投资基金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私募股权领域与投资基金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9-2022）

私募股权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4-2022）

私募股权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7-2019） 服务内容

私募股权投融资和项目管理

 ● 代表投资人对非上市公司进行私募股权投资
 ● 代表非上市公司进行私募股权融资
 ● 非上市公司上市架构搭建、重组
 ● 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架构设计
 ● 项目投后管理与退出

基金设立、募集及管理

 ● 私募管理人登记、重大事项变更登记、入会登记等（向中基协出具
法律意见书）

 ● 各类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母基金、房地产基
金及 QFLP、QDLP、QDII、QDIE、FOF 其他私募投资等）的设立

 ● 代表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及其他私募基金投资者投资于境内外各
类私募基金

 ● 与私募基金有关的税务筹划
 ● 私募基金及管理人的变更、运营、管理、合规、及其他日常法律服务
 ● 私募基金清算、解散

凭借在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领域的优秀业绩，中伦获得国内外众多
知名法律杂志和机构的极高评价。《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

Pacific）、《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均连续多年在“私募基金”
和“投资基金”领域将中伦列为第一级别推荐。中伦多次被评选为私
募股权和投资基金领域中国最佳律师事务所之一，在私募股权和投资
基金领域蝉联多项荣誉，荣登多个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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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PRODUCTS & TRUSTS 金融产品和信托

中伦的金融团队致力于引领金融业务的创新发展，为境内金融业务、跨境金融
业务提供全面的、严谨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伦的金融业务以金融机构
为主要服务对象，可以为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
以及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地方金融组织等全部金融领域的机构提供广
泛、优质、高效的服务，也为金融行业组织、跨国金融组织提供咨询服务。

中伦在资产证券化服务领域居于国内领军地位，形成了众多合伙人参与、技
术上相互支持、整体推进证券化各领域法律服务的战略布局。中伦合伙人在
资产证券化市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为促进中国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健康
发展，中伦合伙人于 2006年牵头组建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

中伦在信托服务领域也名声斐然，国内知名的信托公司均是中伦的长期客户。
中伦的信托服务类型涵盖了房地产信托、证券类信托、PE信托、家族信托等
多个方向，涵盖了方案设计、尽职调查、交易文件起草、出具法律意见书、交易
谈判以及投后管理等全流程服务。

“中伦的表现一直很出色，服务质量和专业化程度都非常高。无
论我们什么时候有问题，他们都能高效地解决。”

“中伦的表现一直不错。他们了解中国市场的法律法规，对我们
的要求反馈非常到位。”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在金融产品和信托领域居于国内领军地位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1-2021）

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及衍生产品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4-2021）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及衍生产品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及衍生产品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21-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4-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9-2022）

银行及金融领域获得杰出律所 / 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结构融资及资产证券化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4-2015 & 2020）

服务内容
 ●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含银行资管产品、信托产品、保险资管产品、证券资

管产品等
 ● 资产证券化，含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票据等
 ● 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基金（REITs）
 ● 资管合规
 ● 金融债券、二级资本债券
 ● 公司债、企业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熊猫债券等跨境债券
 ● 金融产品合规性审查
 ● 金融衍生产品
 ● 公益金融产品
 ● 其他资管和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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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GATION & ARBITRATION诉讼仲裁

“我们很认可中伦的表现。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具有很强的主
动性。他们会积极地推动案件进展。”

“中伦非常专业，责任心强，服务精准。”

“中伦的优势在于将顺畅的沟通合作与丰富的诉讼经验相结合。”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的诉讼仲裁业务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
处于领先地位

争议解决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6-2021）

争议解决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争议解决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年度争议解决中国律师事务所
（钱伯斯 Chambers，2017 & 2019）

争议解决领域多年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

争议解决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境内争议解决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0-2021）

争议解决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3 & 2019）

服务内容

 ● 公司纠纷
 ● 证券、银行、基金、金融纠纷
 ● 商业合同纠纷
 ● 房地产与建筑纠纷

 ● 行政纠纷
 ● 国际仲裁
 ● 跨境争议
 ● 执行

中伦的诉讼仲裁业务团队在代理诉讼、仲裁案件以及处理其他争议事项方
面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在中国处于当之无愧的领先地位，是国内外客户
首选的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

团队合伙人毕业于境内外著名法学院，均为兼具深厚理论基础和丰富实战经
验的行业翘楚，有多位合伙人荣膺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ALB）年
度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称号，连续多年获得《钱伯斯亚太指南》（Chambers 

Asia-Pacific ）等年度律师榜单的重点推荐。

中伦诉讼仲裁业务团队致力于协助客户预防和化解各类法律纠纷，以最小
的成本实现客户合法利益最大化。团队律师以丰富的实务经验和娴熟的法
律技巧，协助客户厘清事实，严谨而准确地进行法律分析和论证，在此基础
上提出建设性的合理争议解决方案。

中伦诉讼仲裁业务团队在最高人民法院、各省市中高级人民法院、国内外
知名仲裁机构代理了多例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复杂高端民商事争议案件，
在业内享誉盛名。此外，团队中还有几十位合伙人出任国内外知名仲裁机
构的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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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OLLAR CRIME & CRIMINAL COMPLIANCE商业犯罪和刑事合规

中伦在商业犯罪和刑事合规法律服务中具有独特优势，刑事法律服务团队由同时具备中国与外国律
师资格的专业人士组成，对中国本土化刑事诉讼与刑事合规具有深刻理解，能够充分运用专业技能和
法律经验为客户提供富有实效的法律服务方案。

中伦刑事法律服务团队专注于在资本市场、投资并购、财富管理、跨境贸易、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环
境保护、公司治理及高管责任等领域为企业、企业家及高净值人士提供刑事风险防范、涉刑内部调查
与举报控告、刑事危机处理与刑民交叉争议解决的一体化法律服务。

中伦刑事法律服务团队为众多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上市公司及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反腐败、反舞弊、
反欺诈、反洗钱、反渎职、高管刑事责任防范、刑事危机处理、刑事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等刑事合规服务，
并大量办理由公安部、最高检、中纪委、海关总署等督办或交办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金融证券犯罪、贪
腐渎职犯罪、安全事故犯罪、产品质量犯罪、走私犯罪、财税犯罪及涉外犯罪等刑事案件。

“中伦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的投入精神。他们能够对案件作出准确判断，
向客户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工作全力以赴。”

“中伦团队很优秀，能够与其他办公室高效沟通。”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在商业犯罪和刑事合规法律服务中具有独特优势

服务内容

 ● 刑事风险审查、评估与整改
 ● 刑事合规体系与制度构建
 ● 刑事合规日常咨询与专项咨询
 ● 刑事合规培训与警示教育
 ● 涉刑内部调查与举报控告

 ● 刑事危机处理
 ● 刑事辩护与申诉
 ● 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
 ● 刑事涉财产执行异议案件代理
 ● 刑民交叉案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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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RUPTCY, INSOLVENCY & REORGANIZATION破产清算和重整

中伦作为最早涉足破产清算和重整领域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组建了专门从事破
产清算和重整业务的团队，集合多地办公室二十余名在该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合伙
人及近百名专业律师，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中伦先后被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编入破产管理人名册。

中伦作为管理人承办了大量破产案件，包括 *ST飞马、*ST 德奥、*ST钛白、*ST创
智、福建诺奇（H股）、富贵鸟（H股）等上市公司重整、预重整案件，在全国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汉唐证券、闽发证券等金融机构清算案件及辉山乳业集团等 108家系
列公司等大型企业重整案件，其中 *ST钛白重整案、福建安溪铁观音集团暨安溪茶
厂重整案先后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全国“十大典型破产案例”，
辉山乳业集团重整案获评 asialaw2020年度交易大奖。

中伦作为战略重组方的法律顾问，近年来承办了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上市公司 *ST沈机重整案、北大方正集团及其子公司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北大
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破产管理人，中伦能够很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尊重债权人和
投资者的意愿，并能够对破产资产进行估值。”

“中伦团队非常专业。无论我们委托他们什么工作，我们都知道不
会有任何问题。”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是最早涉足破产与重组领域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

破产重组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2-2021）

破产重组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破产重组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20-2022）

破产重组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破产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Benchmark Litigation Asia Pacific，2019-2021）

服务内容

 ● 接受人民法院指定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
 ● 接受人民法院指定，担任债务人预重整临时管理人，调查债务人基本情况、

资产及负债情况，推动债务人与其出资人、债权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
人进行协商，引导各方就重整方案达成共识

 ● 接受财务困境企业的委托，就其债务重组事务开展摸底调查，并提出解决方
案，开展庭外重组工作

 ● 作为债务人、战略投资者、股东、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法律顾问参与上市
公司或非上市企业重整、和解、债务重组

 ● 代理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
 ● 代理股东、债权人等主体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 作为债权人、取回权人等主体的法律顾问参与破产或强制清算程序
 ● 接受客户委托，为跨境破产事务提供协助和支持
 ● 接受监管部门或相关方的委托参加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
 ● 其他与破产、重组相关的业务

实质合并重整等业内具有重大影响的重整案；作为债务人法律顾问，参与了
*ST盛润、*ST科健、*ST中华等上市公司的重整，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中伦的破产清算和重整业务长期受到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Pacific）的重点推荐，持续位列第一级别，同时在《亚洲
法律概况》（asialaw Profiles）、《亚洲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等榜单中均获好评。中伦
的破产清算和重整业务团队已先后出版了《企业破产法注释书》《人民法院审
理企业破产案件裁判规则解析》《困境企业的退出与再生之路――破产清算
与重整实务研究》等专著，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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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海商 SHIPPING

服务内容
海事纠纷

 ● 船舶碰撞、触碰、搁浅和触礁
 ● 船舶损坏捕捞、养殖设施、养殖物及

海上、海底设施
 ● 船舶工程产品质量责任
 ● 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和船舶物料、

燃油、备品
 ● 海上污染及清污
 ● 海难救助、拖航及沉船打捞
 ● 共同海损
 ● 海上人身伤亡
 ● 海运欺诈
 ● 其他海事侵权案件

海商纠纷

 ●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包括货损、短量、
无单放货、提单转让、质押等）

 ● 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定期租船合同、
光船租赁合同等）

 ● 船舶买卖、融资租赁、经营管理
 ● 船舶建造、修理、船舶工程
 ● 船舶所有权、优先权、抵押权、留置权
 ● 船舶拖航、引航合同
 ● 船舶代理、货运代理和物流仓储
 ● 船舶营运相关的物料、燃油、备品供

应合同

中伦在海事海商领域拥有卓越的法律服务能力

海事海商领域获得受认可 / 第三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20-2021）

海事海商：中国东部领域获得第三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海事海商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6-2022）

海事海商及航空业领域获得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中伦的海事海商法律服务团队可以为客户提供国内海事诉讼（全国各海
事法院、相应高院及最高法院）和国内海事仲裁、国际海事仲裁以及船舶
融资租赁和航运企业重组并购等非诉业务的全方位海事海商法律服务。

中伦的海事海商团队律师毕业于海事大学和国内外知名法学院校，有着
系统和扎实的海商法知识以及丰富的海事海商纠纷审判经验和事故现
场处理经验，现有多名合伙人获聘担任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CMAC）的
仲裁员。他们专业精通，经验丰富，英语熟练，有能力帮助国内外客户轻
松应对复杂的海事海商纠纷，是目前国内最具实力的海事海商律师团队
之一。

中伦的海事海商团队服务的客户包括进出口贸易公司、航运公司、船管
公司、物流企业、船员公司、港口码头、修造船厂、融资租赁公司、保险公司、
互保协会（P&I Club）等。

“中伦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合伙人们很有实力。”

“中伦的表现一直很出色，他们提供的法律意见及时又务实。中伦律师的
法律意见注重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过于详细而对案件却没有帮助。
他们会花很多时间研究案件。”

——钱伯斯 Chambers

“ “

 ● 船员劳动、劳务纠纷
 ● 港口作业及港口、码头租赁、经营管理
 ● 港口货物、港航设备及集装箱的保管、

抵押、质押（监管）、融资租赁与海上
运输、船舶买卖、船舶工程、港口

 ● 船舶生产经营相关的担保、独立保函、
信用证

 ● 海上保险、保赔合同

海事特别程序案件

 ● 海事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海事强制令
 ● 涉外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含油污损害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 公示催告程序（如提单遗失）

非诉业务

 ● 为船舶融资、集装箱融资项目撰写交
易文件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 为各类企业提供海事海商业务的常年
法律顾问服务

 ● 为航运企业、修造船厂 、物流企业、港
航企业等提供重组、并购、破产等服务

贸易案件

 ● 国际贸易合同
 ● 国际贸易结算、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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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 ANTI-CORRUPTION合规和反腐败

中伦在合规和反腐败领域拥有近 40名合伙人和超过 100名专业律师，规模化
优势突出。中伦的合规和反腐败律师团队具有丰富的本土经验、开阔的国际视
野，以及多元的专业背景。他们有着出色的国际教育背景、丰富的海外工作经历
和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执业资格，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境内外一体化的法律
服务。

在合规和反腐败领域，中伦备受高端客户青睐。中伦曾经或正在担任司法部、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商务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多家部
委或监管部门的法律顾问，对于监管政策有着准确的把握；同时，中伦还常年
为中央企业、跨国公司、大型民营企业提供合规法律服务，深谙工程、机械、航
空、能源、食品、医药、服装、奢侈品、自然资源等行业运作模式。中伦曾办理
过大量的合规体系建设、多司法管辖区联合调查应对、多边金融机构调查与制

“中伦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的投入精神。他们能够对案件
作出准确判断，向客户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工作全
力以赴。”

“中伦团队很优秀，能够与其他办公室高效沟通。”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在合规和反腐败领域长期受到国际权威法律
评级机构的重点推荐

公司调查 / 反腐败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8-2021）

公司调查 / 反腐败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合规和反腐败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 第二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8-2022）

反腐败及合规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6-2021）

年度杰出监管及合规中国律师事务所
（中国法律商务 China Law & Practice，2021） 服务内容

 ● 企业全面合规体系建设 
 ● 反腐败与反商业贿赂合规
 ● 反洗钱合规
 ● 产品责任与召回
 ● 金融合规与监管
 ● 涉美制裁应对
 ● 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制裁应对
 ● 境内合规监管调查应对
 ● 境外合规监管调查应对
 ●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 合规危机综合管控
 ● 政府常年法律顾问
 ● 交易 / 融资 / 商业模式合规审查
 ● 日常合规咨询与培训

裁应对、重大合规危机综合管控等项目，在重大、疑难、复杂项目方面
业绩卓著。由于在相关领域的卓越表现，中伦常年得到《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Pacific）、《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等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的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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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 & COMPETITION反垄断和竞争法

中伦是最早涉足反垄断和竞争法领域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团
队，目前拥有 10余位合伙人与超过 40名律师，其中既有在本土执业多年熟谙中国执法环
境的反垄断律师，也有曾在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中长期从事反垄断法律服务，以及接受过
国外反垄断法系统培训的律师。中伦律师具有精深的理论功底，并作为反垄断法的专家积
极参与了中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章的起草研讨工作，对中国反垄断监管动向具有敏锐的
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中伦的反垄断律师以专业技能、行业知识、国际化视野结合中国的
法律环境，为国内外众多客户提供广泛而深入的法律服务，并在此过程中受到客户的一致
褒扬。中伦的反垄断和竞争法业务连续多年受到各类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的重点推荐、
获得著名法律媒体的诸多奖项，包括《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第一级别
推荐、《亚太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反垄断与竞争法顶级律师事务所”等。

“中伦是一家顶尖律所，拥有众多专业律师。中伦了解我
们的业务和需求，能够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意见和支持。”

“在我看来，中伦非常耐心、勤奋和专业。他们的服务质
量很高。”

“中伦团队优秀而高效。”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是最早涉足反垄断和竞争法领域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

反垄断与竞争法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2 & 2013 & 2016-2021）

反垄断与竞争法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反垄断与竞争法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6-2022）

反垄断与竞争法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 & 2021-2022）

反垄断与竞争法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7-2020）

竞争法及反垄断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3-2015 & 2021）

竞争法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4-2019）

服务内容

经营者集中申报 / 并购控制
 ● 评估交易是否需要反垄断申报，协助客户制定并购策略，并协助客

户完成经营者集中申报，协助企业应对未依法申报调查，协调跨司
法区域申报

反垄断合规与咨询
 ● 为客户涉及横向和纵向的各类商业协议（包括合作协议、联合开发

协议、经销协议、许可协议、供应协议等）提供反垄断合规意见、对
企业可能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提供合规咨询、为企业搭
建完整的反垄断合规体系、为企业制定与反垄断法相关的合规性
方案并对企业员工进行反垄断法知识培训

反垄断调查
 ● 为企业应对执法机构的反垄断调查提供法律服务

反垄断诉讼
 ● 代理涉及反垄断法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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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COMPLIANCE & TRADE REMEDIES贸易合规和救济

中伦在贸易合规和救济领域有 10余位合伙人和近 30名专业律师，为同业中规模最大的
团队之一。中伦贸易合规和救济团队对各国贸易法规有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多
位合伙人从事相关业务时间超过二十年，并且曾在商务部等政府机构任职，专业律师团队
具有出色的国际教育背景。

中伦贸易合规和救济团队为国内外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提供了反倾销、反补贴、保
障措施、WTO争端解决、贸易合规、进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和国家安全审查等业务的代理
咨询服务、应对跨境政府调查、黑名单移除及合规体系建设服务，客户中不乏各相关行业
领军企业，在美国、欧盟、日本、澳洲、东盟国家、南美国家对华贸易救济案件、中国对外贸
易救济案件等取得过众多零税率、低税率、无措施结案的良好应诉结果，在美国贸易制裁
应对和国内外进出口管制措施、国家安全审查申报、合规体系建设等方面，均有良好业绩，
连续多年在《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亚太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等专业排名中名列前茅。

中伦在贸易合规和救济领域连续多年受到国际权威法律
评级机构的第一级别推荐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4-2021）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4-2022）

年度最佳贸易法律师事务所
（中国法律商务 China Law & Practice，2014 & 2021）

服务内容

 ● 反倾销调查
 ● 反补贴调查
 ● 保障措施调查
 ● 贸易救济司法审查 / 上诉
 ● WTO 争端解决
 ● 进出口管制调查
 ● 经济制裁调查
 ● 黑名单移除
 ● 国家安全审查申报
 ● 全球供应链合规 / 贸易政策分析
 ● 双 / 多边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及关税谈判
 ● 贸易合规体系建设

“中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们获取和提供的信息非
常可靠，回答问题及时且切中要害，并能根据不同的情况
针对性地提出建议，这些都是我们特别欣赏中伦的地方。”

“他们认真负责。我们公司对中伦的表现十分满意。”

“中伦非常优秀和专业，在海关法领域具有相关专业技能，
调研工作也做得十分细致。”

——钱伯斯 Chamb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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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S & IMPORT/EXPORT海关和进出口

中伦海关和进出口法律服务团队由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办公室的多名合伙人和专职
律师组成，主要成员中多位曾就职于各地海关，任职于海关学院或长期从事海关和进出口有关
业务，拥有丰富的海关和进出口工作经验，并与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派出机构、全国各地直属
海关和隶属海关以及行业协会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可以在企业与海关之间架设起顺畅
有效的沟通桥梁。

中伦海关和进出口法律服务团队为包括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央企国企、民企等在内的诸多
客户提供相关法律服务，覆盖汽车、医药、通信、电子、物流、能源、食品、化妆品和奢侈品等广
泛的行业领域。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法律素养以及执业经验，中伦海关和进出口团队已经成
功协助或代表国内外客户应对或处理了多起税收争议、海关稽查、缉私调查案件，在行业内具
有广泛影响力。

中伦在海关和进出口领域广受行业和客户赞誉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4-2021）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国际贸易 / 世贸：海关、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22）

国际贸易 / 世贸：海关、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WTO/ 国际贸易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4-2022）

服务内容

 ● 进出口纳税咨询、税收筹划及预裁定
 ● 保税业务
 ● 跨境电商合规
 ● 自由贸易区及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业务
 ● 进出口检验检疫
 ● 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
 ● 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
 ● 海关知识产权备案和保护
 ● 企业信用管理与 AEO 认证辅导
 ● 海关合规“健康检查”及海关合规体系建设
 ● 海关稽查、核查、缉私调查
 ● 海关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 刑事案件辩护

“中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们获取和提供的信息非
常可靠，回答问题及时且切中要害，并能根据不同的情况
针对性地提出建议，这些都是我们特别欣赏中伦的地方。”

“他们认真负责。我们公司对中伦的表现十分满意。”

“中伦非常优秀和专业，在海关法领域具有相关专业技能，
调研工作也做得十分细致。”

——钱伯斯 Chamb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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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 EMPLOYMENT 劳动人事

中伦劳动法团队在《钱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和《中国法律商务》（China Law & Practices）等著名法律评级机构
的历年评选中均获得高度评价和特别推荐。中伦劳动法团队的业务包括仲裁 /诉
讼业务和非诉业务，仲裁 /诉讼业务以国内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为主；非诉业务
不仅包括国内劳动法咨询，还包括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企业在华用工、
外籍员工在华就业以及其他跨国、跨境、跨法域的涉外劳动法咨询。中伦劳动法
领域的客户主要包括 500强跨国公司、大型国企、知名民企、外国知名律师事务
所驻华代表处，还包括众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中伦劳动人事法律服务获得众多知名法律评级机构的
高度评价和特别推荐

劳动法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5-2021）

劳动法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劳动法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劳动法领域获得推荐 / 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劳动与雇佣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Benchmark Litigation Asia Pacific，2019-2021）

服务内容

 ● 劳动用工日常咨询
 ● 劳动用工制度的合规审查及修订
 ● 劳动争议及人事争议解决
 ● 员工安置及裁员
 ● 商业秘密保护及竞业限制
 ● 员工违规行为 / 事件的调查及处置
 ● 员工激励及相关争议解决
 ● 工会组建及集体谈判
 ● 社会保险合规及工伤处理
 ● 外国人在华就业 / 移民咨询
 ● 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的咨询及争议解决

“中伦非常优秀，很专业，与他们合作让我们收获颇丰。
中伦对我们的业务状况和公司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他们
会亲自到访我们公司了解情况，向我们解释诉讼策略以及
如何采用证据。”

“我们对中伦的法律服务非常满意。他们的服务质量很高，
非常熟悉法律法规，能够全面准确地运用法律。他们密
切关注最新的法律动态，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高质
量的法律服务。”

——钱伯斯 Chamb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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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中伦拥有一支专注于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业务领域的专业律师队伍，事务所在环
境保护业务领域连续多年被钱伯斯评为重点推荐，相关合伙人具有丰富的国内法
经验、开阔的国际视野、多元的专业背景以及优良的海内外教育经历。中伦不仅能
够为中国境内企业提供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领域全方位、一站式的诉讼和非诉讼
法律服务，还能够帮助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符合所在国环境监管政策，履行国际
环境保护义务，处理国际环境民商事案件和国际环境污染事件。

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领域，中伦备受客户青睐。中伦曾经或正在担任生态环境部、
自然资源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等多家部委或政府监管部门的法律顾问，对国内
环境监管政策有着准确的把握；同时，中伦还常年为众多中央企业、跨国公司、大
型民营企业提供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合规法律服务。

中伦代理过大量生态环境私益和公益诉讼，部分案件获最高院年度全国十大民事
行政案件荣誉。在环境应急和安全事故处置方面，中伦还全程参与了“321”响水
重特大爆燃事故的政府调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工作。

中伦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业务领域专业领先、业绩卓著，未来将继续在该专业
领域为各界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中伦是中国环保机构的专家组成员。”

“中伦律师对每个法律问题都能做到及时反馈。最值得称道的
是，他们在接到紧急任务时，经常会加班加点，在按时完成任
务的同时还不降低服务质量。他们也很务实细致。”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业务领域连续多年被钱
伯斯评为重点推荐

环境法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3-2021）

环境法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服务内容

 ● 中国境内企业环境保护合规业务
 ● 中国境内企业安全生产合规业务
 ● 企业境外投资国际环境合规业务
 ● 企业排污权以及碳排放权规划与交易
 ● 污染防治基金和绿色金融
 ● 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项目服务
 ● 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政府法律服务
 ●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 环境污染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
 ● 生态环境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
 ● 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 污染环境类犯罪刑事辩护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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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LICENSING & ENFORCEMENT知识产权权利保护

中伦知识产权部作为中国领先的知识产权服务团队，代理了一系列国内外具有重
大影响和标志性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件。在国内，帮助客户妥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保障合法权益的同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构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
战略；在国际上，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同时为跨国公司提供战略性的
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努力推进全球知识产权领域的平等合作与公平竞争。

中伦知识产权部汇集了大批业内优秀律师，大多具有技术背景和行业经验，包括
具有多年审判和审查经验的前法官、知识产权局前审查员，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在国内外权威评级机构排名中，持续多年领跑中国知识
产权服务市场。在《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近年公布的“年度亚太地区
律所排行榜”中，中伦在知识产权业务（诉讼和非诉讼）领域荣获第一级别推荐；
在《亚洲法律杂志》ALB公布的“中国知识产权排名”中，中伦已连续多年获评“第

“中伦律师的响应极为迅速，善于出谋划策。每个级别的律师都
非常专业，团队整体实力很强。”

“他们优秀、聪明、及时、周到、可信，也很务实，提供的法律
分析很专业。”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是客户在创新创造及保护知识产权道路上的
最佳服务伙伴之一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5-2021）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顶级律所推荐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中国知识产权一等律师事务所
（亚洲法律杂志 ALB，2016-2021）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8-2022）

服务内容

 ● 知识产权民事侵权诉讼
 ● 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诉讼
 ● 不正当竞争与商业秘密诉讼
 ●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案件
 ●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许可及交易
 ●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海关保护程序
 ●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咨询、组合管理和体系建设
 ● 专利分析（FTO）、专利布局和专利评估
 ● 协助客户应对境外知识产权诉讼、337 调查等的知识产权程序
 ● 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
 ● 互联网、媒体和科技领域的技术类法律事务等

一级别”，在《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榜单中，中伦知识
产权业务及多位合伙人连续多年获得重点推荐。中伦代理的诸多案件，亦
多年多次入选“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五十件典型案例”。

无论客户身处世界 500强还是国内各个行业，中伦知识产权部都是客户在
创新创造及保护知识产权道路上的最佳服务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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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MARK PROSECUTION商标申请

商标申请类业务一直是中伦知识产权部门的核心业务之一。中伦汇集了诸多毕
业自国内外名校的律师、商标代理人，有能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为拓宽思路和加深国际合作，中伦还引进了许多拥有国外工作背景及丰富实践
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能够对客户的商标事务提供全面、多维度、国际化的解决
思路和可行性建议。

中伦不仅为客户商标的申请、注册以及后续维护管理提供精准、全面、一站式
的法律服务，以支持客户的商业经营需求，还为客户定期监测问题商标，并对
此类商标可采取的行动进行可行性分析和建议，以及时、有效地从源头上肃清
问题商标，同时一并采取相应维权行动以制止实际中的关联侵权行为。此外，

商标申请类业务是中伦知识产权部门的核心业务之一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5-2021）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推荐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中国知识产权一等律师事务所
（亚洲法律杂志 ALB，2016-2021）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8-2022）

服务内容

 ● 商标新申请、补正、驳回、公告、注册、注销等
 ● 商标信息的更正、变更、删减商品、商标转让、续展和许可使用备案等
 ● 商标异议、无效宣告、撤销案件以及这些案件的答辩和质证等
 ● 商标注册申请前的近似查询、可注册性分析、定期监测等
 ● 企业驰名商标的证据准备、认定和保护策略等
 ● 企业商标的组合管理、为企业提供申请策略等
 ● 为商标申请中遇到的其他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

“ ““他们不仅能够按预期完成任务，提供整体高性价比的服务，
而且拥有极强的商业头脑。他们的服务水平、响应能力、团队
规模、业务水平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也非常强。”

——钱伯斯 Chambers

中伦还支持解答客户日常经营中遇到的其他商标问题，包括为客户如何规范
使用商标提供指导建议、定期更新商标信息、代整理客户商标的日常使用证
据等，还代表客户就相关综合性商标事务进行谈判并出具意见、为客户商标
的全球性布局提供策略性建议和法律意见等。中伦商标申请法律服务团队
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服务，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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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PROSECUTION专利申请

中伦专利申请业务组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在中国申请专利以及在海外进行专利
布局，制定全面综合性的保护策略，契合客户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战略。中伦专利
代理人的业务范围覆盖主要技术领域，包括生物医药、通信、人工智能、机器人、
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化工、机械、医疗器械、材料、汽车和外观设计。中伦专
利申请业务组提供专利权无效相关法律服务，在帮助客户维持专利权以及挑战
竞争对手专利权稳定性方面经验丰富。中伦专利申请业务组与知识产权权利保
护组紧密配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专利保护服务。

中伦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专利保护服务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5-2021）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中国知识产权一等律师事务所
（亚洲法律杂志 ALB，2016-2021）

知识产权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8-2022）

服务内容

 ● 中国专利撰写和申请
 ● PCT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 海外专利布局
 ● 专利转让和许可备案
 ● 专利复审
 ● 专利无效
 ● 专利行政诉讼
 ● 专利检索和监控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 ““中伦非常出色。他们会积极主动地找出问题并提供建议。
碰到棘手的问题时，他们不会一推了之，而是会为客户从
多角度进行分析寻找替代方案。他们愿意学习新事物，愿
意更多地了解客户所在的行业。”

——钱伯斯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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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ECURITY & DATA PROTECTION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

中伦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团队是国内此领域业务的开拓者和领先团队，在网络安全、隐私与数
据保护等多项业务上具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团队合伙人长期参与本领域的立法和学术活动，
参与了《网络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数据安全法（草案）》《个
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研讨工作。中伦与世界范围的数据合规专家建立了
深入合作，具有为客户提供全球数据合规一站式服务的能力。中伦团队具有丰富的项目处理实
战经验，并形成了独特的数据合规方法论，在实践中，对于精准营销、人脸识别、互联网支付、
车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协助客户在复
杂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有效应对法律的挑战。中伦的客户所涉及行业包括金融、IT与互联网、
电信、移动支付、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生命科学与大健康、传媒、能源、航空、化工和制造等
多个领域。

中伦是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领域法律服务的开拓者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领域获得焦点排行榜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数据保护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21-2022）

隐私及数据保护卓越律师事务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0）

服务内容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 企业数据管理体系建设
 ● 隐私政策、公司数据管理规范、个人信息主体请求响应规则、数据处理协议等数据的文件起

草与修订

 ● 数据本地化和跨境传输处理
 ●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
 ● 数据跨境传输的安全评估
 ●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
 ● 数据泄漏安全事件应急处理

科技项目的上市、投融资及并购

 ● 项目的数据合规尽职调查
 ● IPO 前数据合规风险识别及解决方案
 ● 支持上市审核问询环节
 ● 参与数据交易谈判

网络安全

 ● 网络安全保护合规体系构建
 ● 等级保护的测评及备案
 ● 企业网络安全制度建设
 ● 网络安全应急预案
 ● 网络实名制落实
 ● 网络产品和服务采购制度
 ● 网络安全管理措施设定
 ● 网络安全合规培训
 ● 网络安全事件处理等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保护

 ●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初步识别
 ● CII 安全保护制度设计
 ● CII 系统设备采购和建设管理
 ● CII 安全人员和责任制度设定
 ● 网络安全审查

行政调查及刑事风险防范，
监管案件应对

 ● 与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相关的刑事
风险的诊断、制定合规指引

 ● 针对监管部门网络安全执法调查、约
谈等事件，提供解决方案并参与应急
响应

 ● 制定网络安全突发事件方案等

大数据与云计算

 ● 云服务模式（PaaS、SaaS、
IaaS 以及 BaaS 等）的合规分
析及合规模式设计

 ● 云计算及大数据产品及服务采购
合规

 ●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支持
 ● 数据收集、使用、聚合、转让、共

享等场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产品
或服务的合规分析

互联网金融及电子商务

 ● 金融数据合规
 ● 金融数据跨境传输合规分析
 ● 电商平台合规治理
 ● 新型电商数据合规
 ● 电商经营者的合规与权益保护

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车联网、物
联网

 ● 自动驾驶、物联网、人工智能业
务开展建议及合规审查

 ● 互联网地图服务
 ● 数据合规框架设计
 ● 车联网、物联网市场准入及综合

性解决方案

GDPR 合规

 ● GDPR 适用分析
 ● 审查或协助起草涉欧网站 / 产品

的隐私政策及适用于欧盟消费
者的条款和条件

 ● 制定保障数据主体各项权利的技
术措施和组织措施

 ● 数据跨境传输的路径分析和设计
 ● 就 DPO 任命和欧盟代表任命提

供意见
 ● 数据泄露事件的应对
 ● GDPR 培训等

“ ““他们拥有很强的专业技能，在案例理解、口头表达、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方
面表现出色。他们能够将案件作为项目进行管理，配备专门的团队提供服务。”

——钱伯斯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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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ESTATE房地产

中伦是房地产行业内公认的领先律师事务所，自 1993年中伦创立，房地产业
务即为中伦的基石业务。中伦在房地产领域拥有顶尖的专业实力和团队储备，
多位行业领先律师也始终活跃在业务前沿，深得客户信赖。中伦能够为各种类
型的客户，包括政府部门、投资人、发展商、建筑企业、金融机构、使用人及房
地产基金等，提供房地产行业全流程、全方位、全产业的法律服务。中伦的房地
产行业法律服务范围涵盖传统房地产业务、城市基础设施业务、交通物流业务
以及文旅酒店业务四大板块，同时覆盖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工业地产、康养地
产、基础设施、物流地产、文旅地产及酒店地产十二个细分业务领域。一直以来，
中伦的房地产法律服务团队在各权威法律评级机构的排名中获得了诸多荣誉，
连续多次获得《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房地产领域第一级别
推荐和最佳房地产律师事务所大奖；连续多次获选《亚洲法律杂志》（ALB）“房
地产年度最佳律师事务所”；连续多次获得《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
房地产领域第一级别推荐。

“中伦团队就中国法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质量非常满意。
他们谙熟当地法律法规，能够提供中肯有效的法律意见。”

“中伦在房地产领域的实力非常强。”

“中伦的工作质量、工作标准和业务能力都非常出色。”

——钱伯斯 Chambers

“ “

中伦是房地产行业内公认的领先律师事务所

房地产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07-2021）

房地产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6-2022）

房地产年度最佳律师事务所
（亚洲法律杂志 ALB，2010-2021）

房地产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房地产投资及 REIT 基金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6-2021）

服务内容
一般房地产法律顾问 

 ● 与房地产项目可行性论证相关的法律服务
 ● 与房地产项目相关的一般业务咨询

房地产招商及运营

 ● 物业招商
 ● 物业经营的法律和税务等问题
 ● 物业租赁及运营

土地投资

 ● 土地投资商业模式、法律风险和合作条件
 ● 土地投资、土地交易协议
 ● 土地征收、拆迁补偿
 ● 土地综合开发及 PPP
 ● 房地产开发、产业地产的城市更新

房地产投融资

 ● 房地产企业一般性融资
 ● 房地产项目的私募投资及融资
 ● 房地产项目或项目公司的信托融资、

险资融资
 ● 房地产企业发行债券融资
 ● 不动产资产证券化
 ● 其他融资方式

房地产开发

 ● 房地产合作开发
 ● 房地产企业的设立
 ●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以及出让、转让
 ● 房地产预售和销售
 ● 物业管理
 ● 物业交付
 ● 房地产企业或项目公司的合并与分立

房地产企业上市和再融资

 ● 房地产公司境内外资本市场首次发行（IPO）
 ● 房地产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 房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
 ● 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设立及上市（REITs）

争议解决

 ● 涉及房地产的各类仲裁案件代理
 ● 涉及房地产的各类诉讼案件（含行政诉讼）代理
 ● 房地产公司重整、破产清算
 ● 房地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置
 ● 涉及房地产的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代理

房地产并购

 ● 房地产并购交易的法律结构
 ● 法律尽职调查
 ● 并购交易法律文件的起草和谈判
 ● 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和登记
 ● 并购所涉税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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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FRASTRUCTURE 城市基础设施

中伦的城市基础设施法律服务处于业内领先地位，持续多年被包括《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Pacific）、《亚洲法律杂志》（ALB）、《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等在内的国际权威法律服务评级机构评价为该领域第一级别的律师事务所。

从服务领域，中伦的基础设施法律服务全面覆盖高铁、地铁、轻轨、桥梁、交通枢纽
等城市交通设施；体育场馆、电视台、博物馆等城市公共设施；海绵城市、水利工程、
地下人防工程等城市防汛防灾设施；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湿地公园等生态环保设施，
供水、供气、供电、供暖、通讯、地下综合管廊等各类公用基础设施。

中伦持续多年被诸多国际权威法律服务评级机构评为
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第一级别的律师事务所

建筑工程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5-2021）

项目与基础设施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6-2021）

项目与基础设施领域和建筑工程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项目与基础设施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7-2022）

项目开发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8-2022）

房地产和建设工程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6-2022）

建筑及基础设施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6-2021）

“中伦的表现相当不错，特别是在国内项目上。”

“中伦很专业，服务态度也好。他们响应快速，办事高效。”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项目投融资模式策划
 ● 项目交易结构设计
 ● 实施方案编制
 ● 项目融资
 ● 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 合同起草、审查及谈判
 ● 项目建设、运营和移交全过程咨询
 ● 项目履约过程风险管控
 ● 公司治理
 ● 合规管理
 ● 项目并购
 ● 项目 IPO

从服务环节，中伦率先开拓了涵盖投融资模式策划、交易结构设计、项
目融资、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合同审查及谈判、履约管理、公司治理、项
目并购、项目公开上市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全方位、全流程服务模式，并
凭借合理的专业分工和高效的业务协同持续走在行业前沿。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事业的蓬勃发展，中伦律师也伴随着中国的投资人、
承包商、供应商走向世界，对海外基础设施投融资和工程建设市场环境和
法律问题的认知、处理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在遍及中东、亚洲、
非洲、南美、北美、欧洲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特别是在多国律师共同
提供服务的项目中，中伦律师可娴熟地担任项目法律服务的牵头负责律
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面高效的专业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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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交通物流

大力开展交通物流新基建，是打造交通强国重大部署、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交通物流是打
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基础，强化交通物流“硬联通”势在必行。中伦致力于交
通物流行业各个层次的全流程法律服务，持续推进交通物流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冷链物流、电商物流、
航天物流领域专业服务能力；坚持交通物流与科技创新相结合，持续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智慧运输服务、交通大数据应用、智能交通产业出谋划策；始终高站位推进国际合作，赋能“一带一路”
建设，成为中国投资者“走出去”的智囊团。

中伦是中国最早涉足交通物流行业的综合性律所之一。作为行业敏锐的洞察者和领军人物，中伦能够清晰把握
交通物流行业的法律政策导向与商业形式，及时洞察监管环境和交易风险，善于与客户共同创新商业模式，提供
个性化的法律解决方案。中伦交通物流行业法律服务团队投入大量时间对交通物流行业的法律法规进行深入
分析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灵活运用于实务操作，深受客户信赖。中伦客户包括了全球顶级私募基金、大型国企、
大型物流仓储集团、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机场集团、航空 /汽车公司、金融机构及其他大型投资
机构。凭借在交通物流行业的深耕及专业素养，中伦律师发挥独特专长，为全球客户打造新型智库，为加快建设
交通物流强国注入不竭动力。中伦始终站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第一线，站稳服务全球客户投资的第一梯队，
在高端交通物流板块的浩瀚波澜中协助全球投资者奋楫远航。

中伦是中国最早涉足交通物流行业的综合性律所之一

服务内容

 ● 物流仓储项目的投资、并购、融资、开发、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法律服务
 ●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并购、融资、开发、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法律服务
 ● 机场、港口等交通枢纽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物业管理的全流程法律服务
 ● 航空公司、汽车企业、机场公司的改制、上市、重组、并购、再融资
 ● 建设工程及基础设施的前期立项、建设工程发包及招投标、建设工程合同制作、建设工程合同履行及监督、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及交付、建设工程结算、融资架构设计、税务筹划

 ● 投资目的地国家法律环境调查、海外投资并购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设计、交易文件起草、海外投资 PPP 项目
全过程法律服务、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投保系列服务、海外投资涉及政府部门审批相关咨询服务、为中国企
业海外投资项目提供与合规相关法律服务

 ● 交通物流行业的仲裁案件代理、诉讼案件代理



66 67

TOURISM & HOSPITALITY 文旅和酒店

作为国内文旅和酒店业法律服务的领跑者，中伦在文旅和酒店业法律服务方面一直保持着竞
争优势。中伦能够为文旅和酒店项目的投资人、开发商、业主、管理公司以及文旅和酒店行业
内的其他市场参与者（如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资产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
范围覆盖文旅和酒店项目所涉及法律事务的全部流程，包括文旅和酒店项目的投资开发；项
目运营、委托管理和特许经营；项目收购和转让、项目融资和再融资；文旅和酒店项目公开发
行股票及上市、资产证券化；文旅和酒店项目的资产管理；酒店和文旅项目争议解决等各个
领域，并且覆盖景区、主题公园、文旅小镇、度假村等多个细分业态，以及产权式酒店、服务
式公寓、品牌住宅、分时度假等多种产品形态。

中伦文旅和酒店开发与管理服务领域涵盖了文旅和酒店项目的交易架构设计阶段、融资阶段、
开发建设阶段、开业前筹备阶段、开业后运营阶段、资产管理阶段、并购和整合阶段，及争议
解决阶段的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服务，中伦可以为文旅和酒店项目的“投、建、融、管、
退”全程提供法律服务。

中伦是国内文旅和酒店业法律服务的领跑者

服务内容

 ● 文旅和酒店项目交易架构设计
 ● 文旅和酒店项目投资开发
 ● 文旅和酒店行业投资平台、合资公司、基金的设立和退出
 ● 文旅和酒店项目运营、委托管理和特许经营
 ● 文旅和酒店项目并购 / 转让
 ● 文旅和酒店项目租赁
 ● 文旅和酒店项目融资和再融资
 ● 文旅和酒店项目资产管理
 ● 文旅和酒店项目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资产证券化
 ● 文旅和酒店项目知识产权保护
 ● 文旅和酒店项目仲裁 / 诉讼 / 专家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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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 POWER能源和电力

中伦是较早涉足能源和电力领域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经过多年的专业化发展，中
伦在能源和电力行业的法律服务市场中逐步占据领先地位，业绩斐然，综合实力
强劲。中伦连续多年获得《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Pacific）、《国际金融
法律评论》（IFLR1000）、《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等各类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第一级别推荐和重点推荐，相关
业绩也多次荣获“年度杰出交易”大奖。

能源和电力行业也是中伦的特色服务领域之一，中伦参与过诸多重大交易，承办
过大量境内外疑难案件，积累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社会认可度高。中伦长期服
务国内外知名企业，包括大型央企、国企、知名跨国企业，以及各类行业龙头企业；
服务领域涉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各种能源类型，火电、水电、核电、光伏、风电、

中伦是较早涉足能源和电力领域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3-2021）

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项目与能源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能源与自然资源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 & 2018-2022）

能源与基础设施领域和项目开发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6-2022）

能源及自然资源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6 & 2019-2021）

“中伦律师能够充分理解客户意图，响应速度很快，还会及时提
醒客户没有注意到的事项。”

“该团队能够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考虑问题很全面。”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境内外能源和电力项目投融资
 ● 境内外能源和电力项目尽职调查与并购交易
 ● 境内外能源和电力项目开发规划、证照办理与电量交易
 ● 境内外能源和电力项目招标投标
 ● 境内外工程管理、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施工和工程的运营维护
 ● 安全生产、危机及事故应对
 ● “一带一路”项目法律风险防控
 ● 特许经营和技术许可
 ● 公司上市、发债及资本市场交易
 ● 基金设立募集和管理退出
 ● 反垄断申报与审查
 ● 合规、制裁与政府监管
 ● 诉讼及非诉争议解决

生物质发电等各类电力形式，以及氢能、储能与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特高压电网建设等新兴技术领域，囊括开发规划、项目建设、投产运
营等各个环节，涵盖工程承包、投融资、并购、上市、特许经营、全面合规、
争议解决等各项事务。另外，中伦服务的境外能源和电力项目遍及全球，
涵盖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各类能源项目的投资、并购、融资、建设和运营
全流程的法律服务，配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多语种的专业律师，
能够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能源和电力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中伦拥有一支专注于能源和电力行业的专业化律师团队，诸多律师深耕于
该领域，受到多个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推荐，荣获过诸多国际奖项。这支律
师队伍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兼具国际化视野和丰富的本土实践经验，对
于能源和电力领域的法律服务具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具备处理和应对复
杂问题的能力与经验，能够有机融合行业知识和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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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 NATURAL RESOURCES矿产资源

中伦在矿产资源法律服务领域汇集了一批兼具专业法律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行
业领军律师，矿产资源业务被《钱伯斯》（Chambers & Partners）列为第一级别。
在境内，中伦对于矿产资源领域立法工作、矿政管理、政策解读都有着极为深刻的
理解和认识，并将其运用于为客户解决疑难复杂的涉矿诉讼及非诉业务；在境外，
中伦作为中国最早从事国际矿业法律服务的团队之一，操办的矿业绿地投融资及
并购业务已遍及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 100多个国家。团队配备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多语种的专业律师和外国律师，具有与外国政府
谈判的丰富经验，能够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矿业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中伦在矿产资源领域不仅为包括全球 500强的境内外知名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也
为包括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油气战略研究中心等涉矿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研
究机构提供法律服务以及承担相关课题研究工作。

中伦矿产资源业务被钱伯斯列为第一级别

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3-2021）

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项目与能源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能源及自然资源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6 & 2019-2021）

矿产领域推荐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9-2022）

“中伦团队非常专业，对服务内容理解透彻，熟悉海外当地的法
律政策，善于沟通，并能充分理解客户的意图。他们的反馈速
度非常快，能及时提醒客户没有注意到的事项。他们的性价比
可以打满分。”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涉矿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及培训
 ● 矿业企业常年法律顾问
 ● 矿业企业合规管理及审查
 ● 矿产资源项目尽职调查
 ● 矿产资源项目并购及绿地投资
 ● 矿业权的租赁开发、合作开发、选择权开发等
 ● 矿产项目的融资（包括项目融资、买贷、卖贷、保理、金属流合同等）
 ● 矿业项目的建设以及运营维护
 ● 矿产品的销售
 ● 矿业企业争议解决，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及仲裁
 ● 矿业企业矿业权合资合作
 ● 矿产资源项目土地合规审查及用地筹划
 ● 矿业企业上市
 ● 矿业企业私募及公开融资
 ● 矿业企业债务重组
 ● 矿业企业审计整改
 ● 矿业企业法律风险管理
 ● 矿产资源类 PPP 项目的全过程法律服务

中伦可以为客户提供矿产资源领域相关的全产业链法律服务，无论是矿权和
矿业公司的尽职调查、矿业融资、矿业项目建设运维、矿产品销售，还是矿业
领域的基金设立、重组、上市、资产证券化、跨境并购，还是涉矿诉讼、仲裁
及合规业务，亦或是矿业企业审计整改、矿权维护、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等，中
伦都可以从立法趋势、行业规划、合规审查等角度对矿产资源项目的法律风
险点进行系统分析，并结合经验给出切实可行、私人订制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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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 FINANCIAL SERVICES银行业和金融服务

中伦在银行业和金融服务领域已深耕二十多年，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
证监会所监管的金融市场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市场资源。作为传统
金融行业主体的中外银行一直是中伦重点服务的战略性客户，此外，中伦还为
市场上知名的基金、信托、券商、资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支付公司等非银行
金融机构及众多创新性金融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中伦律师在研读金融市场规律、金融法规和监管思路的基础上，与客户共同设
计金融产品结构、落实交易文件、疏导金融风险，以勤勉和专业赢得客户的尊
重和市场的认可，多年来持续在《钱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亚洲
法律杂志》（ALB）、《国际金融法律评论》（IFLR1000）等重量级法律媒体评
奖评级中受到赞誉。

中伦在银行业和金融服务领域持续受到国际权威法
律评级机构的重点推荐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1-2021）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重点推荐
（钱伯斯全球 Chambers Global，2016-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顶级律所 / 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4-2022）

银行与金融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2019-2022）

银行及金融领域获得杰出律所 / 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服务内容

 ● 金融机构设立和变更（新设机构的筹建开业、股权转让、引进战略投资）
 ● 信贷与担保（贸易融资、银团贷款、跨境贷款、海外项目融资）
 ● 金融产品（基金、信托、资管、财富管理）
 ● 债权类资本市场（债券发行、资产证券化）
 ● 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支付结算、托管、承销、金融衍生品）
 ● 金融机构合规（合规制度建设、股东资格审查、政府审批、反垄断、反洗

钱、金融制裁等）

 ● 不良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和债务危机管理
 ● 并购贷款和私有化融资
 ● 保理与供应链金融
 ● 融资租赁（飞机融资、船舶融资、设备融资）
 ● 消费金融（汽车金融、小额消费信贷）
 ● 房地产融资（抵押贷款、跨境平行贷款、夹层融资）
 ● 金融机构常年法律顾问（公司治理、劳动人事、消费者保护等）
 ● 金融争议解决

中伦的法律服务团队既活跃于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性业务，又深入参与
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股权融资、合规及金融争议等重大决策。中伦立足
于中国金融市场，并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结，在众多复杂的跨境金融交易和
金融合规中扮演重要角色。

“ “

“从定期贷款业务到银团贷款交易，中伦对银行业务有着全面
而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在跨境融资业务方面很活跃，代理
过国内外的贷款人、借款人和发起人等各类客户。中伦擅长处
理收购融资、项目融资和房地产交易业务，在资产证券化、银
行合规和金融科技业务方面也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     

——钱伯斯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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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保险业

中伦的保险业法律服务团队是该领域最优秀的法律服务团队之一。凭借扎实的法
律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中伦的保险法团队在业界奠定了坚
实的领先地位，形成了全面、专业的法律服务体系，成绩斐然。凭借中伦综合性律
所的平台优势、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及对保险业商业运作和行业监管动态的精深
理解，中伦完成了保险行业内多例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中伦在该领域所服务的代表客户包括国有及民营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财产
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私募基金以及各
类保险中介机构等，也包括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境外保险机构。

基于出色的业绩和高度的客户评价，中伦保险法团队被《亚太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推荐为保险业务第一梯队律师，并被聘任为中国保险资
产管理业协会“法律专家库”成员。

中伦是保险业法律服务领域最优秀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保险领域获得第二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22）

保险领域获得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6-2022）

“我们委托中伦提供法律尽职调查、服务协议起草、日常法律咨询和其
他服务。中伦充分展示出专业、高效和独立的特性。中伦律师非常熟
悉保险基金行业的各种法规和监管要求，拥有很强的理解能力，能够
很好地应对业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他们还能彻底梳理尽职调查
中的各种问题，及时告知并发现风险，让我们有时间作出反应。中伦
律师的工作效率很高，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他们的收费也很合理。”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设立和
股权收购

 ● 公司的筹建及开业
 ● 公司的增资扩股、股权收购和出售
 ● 国有保险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公司的重组、改制
 ● 中国境内外上市和融资

保险业务和合规经营

 ● 公司治理结构与组织机构设置
 ● 关联交易、合规管理
 ● 参与保险产品的设计、保险合同

起草及条款设计

 ● 保险产品合规性审核
 ● 保险公司发债
 ● 与保险产品相关的商标等知识

产权业务
 ● 与保险机构相关的反垄断及竞

争法业务

保险资金运用和保险资管产品

 ● 直接股权投资、间接股权投资（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及创业投资基金）、不动产
投资

 ● 境外投资（含直接境外股权投资、境外
私募基金投资及境外不动产投资等）

 ● 保险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设立及基金
管理人登记，保险私募基金的设立、募
集、投资、管理及退出等业务

 ● 保险资金投资于股权投资计划、债权
投资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产
支持证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金融
产品

 ● 保险资管产品的发行

保险争议解决

 ● 保险理赔诉讼与仲裁、保险合同
纠纷、再保险纠纷

 ● 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与仲裁
 ● 责任保险抗辩
 ● 保险机构投资纠纷争议解决
 ● 与保险机构相关的其他诉讼、    

仲裁及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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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NOVATION & FINTECH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

中伦作为最早涉足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行业领域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为
国内外众多客户提供广泛而深入、全面且专业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相关的
法律服务，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屡获《钱伯斯亚太》（Chambers Asia-

Pacific）、《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等多家著名法律媒体及评级机构
颁发的多个法律奖项，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中伦的客户包括银行、其他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巨头公司、人工
智能公司、大数据公司、云计算公司、助贷机构等，主要为中国及国际上具有影
响力的银行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互联网巨头等企业等提供全方位的金融创
新和金融科技法律服务。

中伦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行业的法律服务包括日常合规性审查和建议、尽职
调查、业务资质审查、业务模式审查、产品设计、交易结构设计、法律关系分析、
资金流向分析、金融营销审查、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制度完善、企业设立、收并
购、投融资、重大商务谈判、争议解决、上市等。中伦律师具有高水准的专业能力，
能为各种复杂的、新兴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业务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中伦是最早涉足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行业领域的
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

金融科技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9-2022）

金融科技及区块链卓越律所
（商法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21）

“ “

服务内容

 ● 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
 ● 数字银行
 ●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
 ● 非银行支付机构
 ● 人工智能
 ● 大数据
 ● 云计算
 ● 区块链
 ● 电子合同与电子签名
 ● 数据合规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
 ● 助贷
 ● 联合贷
 ● 银行电商
 ● 个人征信
 ● 企业征信
 ● 互联网保险
 ● 网络小贷

“中伦的表现一直很出色，服务质量和专业化程度
都非常高。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有问题，他们都能
高效地解决。”

“中伦深谙中国市场的法律法规，对我们的要求反
馈非常到位。”

——钱伯斯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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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OMMUNICATIONS & INTERNET电信和互联网

中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积极参与电信和互联网领域的法律事务，为大量的基础电信运营
商、增值服务提供商及互联网企业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中伦的电信和互联网
业务也是中伦并购、股权和债权融资及资本市场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伦在不同交
易中代表过基础电信运营商、增值服务提供商及互联网企业，也代表过为之提供融资的私
募基金和投资机构。中伦律师在提供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的各类法律服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一直处于该领域的前沿地位，也凭借高质量、创新且务实的法律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
认可。中伦的电信和互联网业务长期受到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的重点推荐，持续
位列第一级别，并多次获得《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亚洲法律概况》（asialaw Profiles）等法律媒体的重点推荐和荣誉奖项。

中伦在电信和互联网业务方面所涉及的行业包括基础电信、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互联
网教育、智能物流、互联网医疗、网络游戏、网络视频 /直播、物联网和其他增值电信业务等。

中伦可以根据各类境内外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电信和互联网业务的一站式法律服务，包括并
购、股权和债权融资、重组、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数据跨境传输和网络安全合规，反垄断，
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中伦的电信和互联网业务长期受到知名法律评级
机构的重点推荐

通信媒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3-2021）

通信媒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数据保护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21-2022）

通信媒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这方面值得推荐。
中伦能够给我们提供非常务实和清晰的建议，这是一
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们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他们能够
迅速回答我们的问题。”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为电信及互联网企业的融资、重组、并购、外商直接投资及资
本市场提供有关尽职调查、合规建议、投资结构设计、重组、谈
判、起草文件及交易交割等多方面服务

 ● 基础电信设施的建设和开发

 ● 大数据、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数据收集与跨境传输等相关法
律服务

 ● 协助客户对各种增值电信服务进行符合市场准入政策的投资

 ● 协助国内创业公司建立符合融资和上市需求的业务模式

 ● 电子商务平台的搭建、运营相关的法律事务

 ● 网络安全法律服务事务，包括网络安全的合规制度建设、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

 ● 与电信和互联网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争议和风险防范



80 81

INFORMATION & INTELLIGENCE TECHNOLOGY信息和智能技术

中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积极参与信息和智能技术行业的法律事务，为大量从事信
息和智能技术的境内外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法律服务，在该等领域
积累了深厚的行业知识、敏锐的商业意识和专业的法律服务力量，致力于为客户解决
各种疑难复杂或前沿新颖的问题，主导及参与了众多开创信息和智能技术行业先河
的重大项目，始终保持着行业的领先地位。

中伦在信息和智能技术领域提供的法律服务长期受到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钱伯
斯》（Chambers and Partners）的重点推荐，持续位列第一级别，并多次获得《法律
500强》（The Legal 500）、《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亚洲法律
概况》（asialaw Profiles）等法律媒体的重点推荐和荣誉奖项，在该领域主导及参与
的项目被权威机构多次评为年度杰出交易和年度最佳项目。

中伦在信息和智能技术行业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半导
体、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数据跨境传输、智能物流、应用软件等。

中伦在信息和智能技术领域长期受到知名法律
评级机构的重点推荐

通信媒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区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3-2021）

通信媒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中伦律师知识渊博，易于沟通，处理问题快速清晰。
他们熟悉国际法律，并能提供相应的咨询意见。”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为信息和智能技术企业的投融资、重组、并购、外商直接投资
及资本市场提供有关尽职调查、合规建议、投资结构设计重组、
谈判、起草文件及交易交割等全过程服务

 ● 为信息和智能技术企业反垄断申报提供建议，协助完成经营
者集中申报并制定与反垄断法相关的合规性方案

 ● 为大数据、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数据收集与跨境传输等提供
相关法律服务

 ● 为与信息和智能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争议和风险防范
提供法律服务

 ● 协助国内创业公司建立符合融资和上市需求的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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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医疗健康

中国的医疗健康市场规模庞大，持续增长趋势显著，但飞速扩张的市场往往伴随着
极高的风险，因此审慎专业的决策必不可少。中伦医疗健康法律服务团队，长期致
力于为医疗健康行业的领导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确保医疗机构、医药集团
和医科院校等在进行医疗健康服务时，能够有效规避和管控法律风险，提高管理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

中伦医疗健康法律服务团队律师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十几年来一直关注
政府发布的各类公共卫生政策和法律法规，与医学界人士不断沟通研讨，深入了解
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未来趋势，以打造安全高效的医疗健康产品为目标，通过引
入合规和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努力帮助从业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升竞争力：严格控
制医疗服务质量、积极改善患者体验、引入品牌管理以成为值得信赖的服务提供方、
以及建立标准化的医疗健康服务流程。

针对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中伦为客户在“互联网 +”医疗
服务中可能遇到的政策困难和法律问题提供优质解决方案，让医务人员不需为潜
在的诉讼担忧，能够全面利用新技术的便利，发挥最佳效能，服务全民。

中伦长期为医疗健康行业内各种类型的客户提供
全方位法律服务

医事法领域获得第三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8-2021）

医事法领域获得第三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获重点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8-2022）

医药与生命科学领域获得推荐 / 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9-2022）

“中伦非常专业，能够对信息作出非常专业而详尽的分析，工作
严谨高效。”

“我们对中伦的服务非常满意。首先，他们的响应速度极快，一
般都能在 24 小时内作出回应。这对我们至关重要；其次，中
伦为我们提供的法律意见帮助我们避免了许多潜在的问题，其
中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当初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最后，中伦对中
国的监管和法律环境非常了解。”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合规体系构建与风险管理
 ● 日常合规咨询；合规风险梳理及

评估；商业合作伙伴合规管理；内
部合规调查；应对政府监管、群体
性事件及危机事件管控；管理层及
员工合规指引的制定及培训；全面
合规体系建设

医疗机构综合管理
 ● 大型医疗集团决策与架构设计、药

品与医疗器械采购、医疗合作风
险控制、医疗实验伦理审核、招投
标、基本建设、国拨资金使用、不
良资产处理、改制历史遗留问题
解决等

医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 协助企业办理监管所需证照，包

括临床试验的各项许可、电子监管
代码；审查药品和医疗器械商业推
广模式，解决各种医疗产品纠纷
诉讼和仲裁；定期提供医疗健康
行业重要法律和政策变化，制订
必要的预案；处理药品和医疗器
械的侵权纠纷

投融资及并购
 ● 根据企业属地的政策法规要求，协

助企业制定可行的收购、投融资
方案，进行针对性风险防控

改制重组
 ● 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引入社会资

本私有化及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
产权、收益、经营权等多方面权益
的改制重组

反商业贿赂、组织内部调查、应对
外部监管

 ● 代表客户与执法管理部门进行监
管应对，有效降低遭受行政处罚的
风险；帮助客户进行内部调查，排
除不稳定因素，降低法律风险；藉
由中伦全球化服务网络，应对境外
监管主体的的反腐败与贿赂调查

争议解决
 ● 代表客户全权应对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包括医疗服务
争议、药品医疗器械产品争议、科
研合作与合同争议、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人事劳动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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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S & LIFE SCIENCES医药和生命科学

中伦致力于为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水平法律服务，以统一
的平台满足行业内各种性质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多种法律需求。中
伦拥有一支富有实践经验与影响力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包括数十位合伙人和
律师，他们均长期专注于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的法律服务，深入了解行业运行
规律与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订、交易品种和模型的创新，
具备扎实的专业背景知识及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

中伦在医药和生命科学法律服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断致力于拓宽与加深
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的法律服务和模式创新。中伦在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的法
律服务涵盖新药、生物制品、试剂、制药、研发和生产外包、医疗器械、基因编辑、
测序和诊断、人体数据采集和监测、一致性评价、药品流通、保健食品、化妆品、
生物医药基金和孵化平台等细分领域，并已在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形成了公司
设立、融资、股权激励、知识产权许可、转让和保护、并购、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合规运营、反腐败、反垄断和争议解决等的全产业链法律服务布局。中伦始终紧
跟产业政策与最新发展模式，形成了务实、前瞻的服务风格，确立了广受尊重的
竞争优势。

中伦在医药和生命科学法律服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医事法领域获第三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8-2021）

医事法领域获得第三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获重点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8-2022）

医药与生命科学领域获得推荐 / 重点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9-2022）

“中伦在医疗健康和生命科学领域有着出色的执业表现，为各类医疗
机构和制药公司提供公司事务、资本市场和合规方面的法律意见。客
户经常委托中伦处理监管和许可事务，代理争议解决案件。中伦还能
够提供融资及重组交易相关服务。在代理医疗领域的专利侵权、专利
申请及专利权强制实施业务方面，中伦的专业能力备受好评。”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投融资及并购、重组
 ● 包括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企业、非

企业的股权 / 产权 / 权益投融资及
并购；投资于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
的私募 / 创投基金的设立、募集、清
算解散和日常管理，及其投资、并购
和退出；国有企事业单位、非营利性
组织的产权 / 权益 / 经营权改制、
转企、重组

境内外资本市场
 ● 包括上市前改制、重组，上市前私募

融资、上市公司治理、上市公司资本
市场日常法律服务支持、境内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境外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上市公司收购、借壳
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等

企业运营及合规治理
 ● 包括为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企业搭

建、审查关于药品研发实验、产品销
售推广 、第三方管理等内部企业制
度，提供内部制度合规的审查建议，
服务涵盖行业准入和监管、学术活动、
医商互动、数字化营销、药品网售、
医药跨境电商等医药企业全流程运
营环节，并为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
企业管理层、员工和合作伙伴提供
合规培训

医药产品监管
 ● 主要是与医药 / 医疗器械产品监管相

关的法律咨询与服务，包括产品研发
和临床试验合规、产品注册、产品生
产、销售、包装及市场推广 、药品不
良反应、产品召回、招投标、反垄断与
价格管制等

知识产权（IP）
 ● 凭借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

伦敦、纽约等全球各地办公室的专业
团队，为行业内客户提供跨地域的、
综合性、专业性和创新型的服务，包括
跨境并购、药品上市、药物研发、专利
布局、技术转让、合作、开发、许可以
及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等

合规调查
 ● 包括代表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企业应

对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的刑事和行政执
法行动；与境外律师合作，应对有关境
外监管主体的腐败与贿赂调查；为客户
提供反商业贿赂内部调查、合作方合
规审查等相关调查法律服务

争议解决
 ● 代表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业客户处理相

关争议，包括各类合同争议、经销协
议争议、药物临床试验纠纷、医疗损
害赔偿、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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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 TRAINING教育培训

中伦凭借在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能力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众多教育培训领域的客户
提供一站式、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中伦服务的教育培训行业客户覆盖了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高等教育、职业学校、国际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培训机构、在线教育、留学
考试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等细分领域。

在此领域，中伦不仅能够提供投融资、并购、上市、合规和知识产权等重点业务的多方
位支持，亦能够协助客户对新型业态进行法律论证，为境内外客户提供符合中国法律
和监管要求的解决方案。

中伦有能力在教育培训领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高质量法律服务

服务内容

 ● 境内和跨境投资并购
 ● 上市和挂牌
 ●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政府审批
 ● 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资质申请
 ● 教育项目用地与物业管理
 ● 日常运营合规性咨询
 ● 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
 ● 在线教育培训模式设计
 ● 品牌、教材许可与维权
 ●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与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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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SPORTS & ENTERTAINMENT传媒、体育和娱乐

作为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之一，从上世纪 90年代末，中
伦就开始积极参与传媒、体育和娱乐领域的法律事务，是较早从事此类
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中伦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业内树
立了卓越的声望并受到了客户的广泛好评和持续信赖。多年来，中伦在传
媒、体育和娱乐领域屡获殊荣，有多名律师被《亚洲法律实务》（Asia Law 

& Practice）评选为此领域的杰出律师，并被《钱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重点推荐。

中伦为传媒、体育和娱乐行业内的诸多知名企业、个人和工作室提供专业且
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服务。中伦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电影电
视综艺、游戏动漫、互联网新媒体、广告及平面媒体、音乐产品、体育赛事、
主题公园、出版发行、演艺经纪、艺人和运动员权益保护等。中伦不仅能够
提供争议解决、合规、知识产权、投融资、并购和上市等重点业务，更为客
户所称道的是，中伦始终坚持“以法律赋能业务”，以最贴近客户需求的法
律视角协助客户完善新型业务模式，为客户不断提出的商业创新及日新月
异的市场需求提供符合中国法律和监管要求的解决方案。

中伦是较早从事传媒、体育和娱乐领域法律服务的律
师事务所之一

通信媒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亚太 Chambers Asia Pacific，2013-2021）

通信媒体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钱伯斯大中华 Chambers Greater China Region，2022）

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获得第一级别推荐
（亚太法律 500强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2017-2022）

媒体与娱乐领域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8-2022）

“中伦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能够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他们不
拐弯抹角，能够及时解决我们的问题。中伦具有良好的国际视
野和丰富的跨国公司服务经验，能够从中国法律的角度处理全
球法律事务。他们拥有海外背景，这也有助于他们与我们全球
团队的沟通。中伦的服务深受认可。他们非常优秀。”

——钱伯斯 Chambers

“ “

服务内容

 ● 为传媒、体育和娱乐行业提供
主体设立、争议解决、合规、税
务、知识产权、投融资、并购和
上市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 为电视台、电台、期刊、报纸、
网络媒体、城市交通媒体等机
构提供传媒相关法律服务

 ● 为电影、电视剧、综艺、动漫、
音乐、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提供
合作、制作、引进、上映 / 播出
/ 演 出 / 展 览、互 联 网 点 播 及
传播、著作权争议等相关法律
服务

 ● 为大型演出、展览会、商业赞助
活动、企业“秀”的策划、制作、
运营、商务开发，为演出经纪机
构及演出团体的设立、建设及
运营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 为大型活动与体育赛事的承办、
推广 、转播、直播、信息网络传
播及体育营稍、体育赞助等商
业活动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 为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签约、运动员
转会、日常运营、外籍人士境内工
作许可、体育争议解决等相关事宜
提供法律服务

 ● 为互联网新媒体相关的网络出版、
域名注册、版权、商标等综合知识
产权保护，互联网经营单位相关牌
照的取得及维护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 为单机游戏、电视游戏、网络游戏、
手机游戏等的著作权取得、策划、
改编、创作、业务资质、运营、商务
开发、游戏上线及运营、侵权监控
等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 为明星、编剧、导演、作家、职业运
动员等个人提供创作、改编、著作
权商业化运作、演出、形象代言、
演艺经纪等相关法律服务

 ● 为明星、编剧、导演、作家、职业运
动员等高净值个人及家族提供与家
族 / 文化公益信托、慈善捐赠、个
人 / 家族财富管理、家族 / 文化公
益基金会、文化公益项目相关法律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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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EFENSE & MILITARY INDUSTRY 国防和军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防、军工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国防军工企业承担着发展
经济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双重战略任务，在国防、军工产业发展进程中，军转民、民参军、
军民资源共享已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在国防和军工领域，中伦专业律师团队保持着市场领先地位，中伦成都办公室率先被
国家国防科工局列入《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单位备案名录》，取得《军工涉密业务
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并拥有一批专业涉密律师，在电子信息、新材料、
高端技术装备、技术转让等领域为相关国防科技单位、民口军工配套单位，以及军工
企业和机构提供着多方面的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

中伦在国防和军工领域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服务内容

资本市场

 ● 上市前改制、重组
 ● 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公司再融资（包括股票、可转换债券等融资工具）
 ● 公司收购、合并、分离、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股份分拆、回购
 ● 管理层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等

相关立法

 ● 受国防科工局邀请，作为唯一律所参与《核安保条例》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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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L & CONSUMER PRODUCTS零售和消费品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刺激着国内消费市场，零售商和消费者经历的
剧变前所未有。在传统零售的基础上，电商平台、网红直播、私域流量、
免税经济等新消费模式和业态蓬勃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和敏捷的市场
进入者正在改变着消费者的购物方式、购物内容乃至生活方式。零售商
向消费者提供着多渠道购物体验，而消费者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复杂的消费环境中，中伦作为零售和消费品行业法律服务的引领
者之一，凭借着自身综合性律所的平台优势、专业化分工优势以及在传统
零售和新型零售业丰富的服务经验，中伦一直致力于协助传统零售商进
行商业模式上的转型与重构，为全球各地的零售商、消费者从不同维度
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包括传统零售涉及的场地租赁 /购买、知识产
权保护、并购、融资、不正当竞争、人事合规、消费投诉处理等，以及新
零售衍生的平台交易文本设计、数据安全、物流基地建设 /配送、支付安
全等。

中伦是零售和消费品行业法律服务的引领者之一

消费品和服务领域获得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9-2022）

服务内容
 ● 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
 ● 新型金融产品融资
 ● 并购 / 转让
 ● 知识产权保护
 ● 不正当竞争、经营者集中申报
 ● 合资公司的设立和退出
 ● 劳动人事
 ● 债务重整
 ● 消费投诉与物流配送
 ● 诉讼 / 仲裁
 ● 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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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 MANUFACTURING工业和制造业

近年来，中国正从工业和制造业大国向工业和制造业强国稳步迈进。2020

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的签订，以及十四五规划纲要
的发布，都为该领域带来了更多的政策利好，工业和制造业正迎来前所未有
的历史发展机遇。

作为国内领先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中伦的客户范围涵盖各行各业。其中，
工业和制造业是中伦近年来异军突起的领域之一。中伦在这一领域拥有一
批资深且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律人才，对于行业内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具有
深刻地理解并能够敏锐地洞悉行业趋势，能为各种复杂、新兴的工业和制
造业业务提供超出客户预期的全方位、一站式专业法律服务，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法律尽职调查、投融资服务、优化税务架构、招投标以及争议解决等相
关法律服务。

中伦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拥有一流的法律服务团队

工业与制造业领域获得推荐
（亚洲法律概况 asialaw Profiles，2019-2022）

服务内容
 ● 新设投资的产业准入政策咨询
 ● 投资并购和公司治理
 ● 为项目投融资方案提供法律意见
 ● 招投标及大型采购全程法律咨询
 ● 合规审查和风险防范

 ● 商标申请与发明专利保护
 ● 为产品销售等提供服务
 ● 争议解决
 ● 反倾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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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 FOOD 农业和食品

在全面贯彻实施大健康战略背景下，伴随着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强化生物安全保护、提高
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的要求，农业和食品行业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将
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随之而来的还有整个行业的创新与繁荣。

中伦作为全行业布局的综合性领先律师事务所，积极深耕农业和食品行业法律服务市场，帮助农产品和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农产品和食品电商平台等处理各种传统和新兴的法律问题，包括外资准入、转基因、食品
安全、环保及安全生产、供应链管理、广告合规、知识产权等，积累了丰富经验。中伦境内各办公室都拥有
颇具规模的合伙人团队，有能力为客户提供中英文双语的农业和食品行业法律服务。

在农业领域，中伦的法律服务已经衍生至种子行业、进口花卉、进口有色树种、绿植、水果等细分领域，客户
范围涵盖植物新品种权利人、进口商、种植商、销售商、投资方等各环节市场参与方。在食品领域，中伦在营
养保健品、休闲食品、冷冻食品、饮料饮品、厨房调料、基础食材、餐饮加工等细分领域常年提供法律服务，
客户范围涵盖食品领域的品牌方、进口商、加工商、销售商等全链条市场参与方。

中伦在农业和食品行业拥有丰富的法律服务经验

服务内容
 ● 植物新品种权协助申请
 ● 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交易
 ● 食品安全合规
 ● 广告宣传合规
 ● 包装设计合规
 ● 合规制度审查与搭建
 ● 合规监管
 ● 反商业贿赂、应对内外部调查

 ● 土地使用权交易
 ● 商标品牌许可交易
 ● 知识产权保护
 ●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
 ● 建筑施工
 ● 收购兼并
 ● 资本融资
 ● 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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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PROFESSIONAL

进取 
ENTERPRISING

包容 
INCLUSIVE

共享 
SHARING

我们的价值观
OUR VALUES

我们的社会责任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Y

作为一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中伦格外珍视社会对自身的培育，同时也十分
重视对社会的回馈。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010年度第一次合伙人会议上，全体合伙人一致通
过并做出决定，设立 "中伦公益基金 "。2014年 5月 7日由中伦律师事务所作为发起人，北京中伦
公益基金会经北京市民政局正式审批注册成立为非公募基金会，注册资金 205万元。

中伦公益基金会目前在公益法学与教育、公益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公益环境保护、紧急救灾与弱
势群体救助、公益医疗救助等多个领域均有涉足。

中伦律师事务所大力支持公益事业，给予了基金会强大的平台支持。2021 年度，中伦获评“影响力
组织奖”和“年度公益组织奖”，并在法治日报社联合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面向全国开展的
“首届律师公益（社会责任）典型案例”征集评选活动中，喜获三项表彰。

1993
中伦律师事务所创立

2010
中伦公益基金成立

2014
中伦公益基金会注册

2017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被认定为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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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办公室｜ Beijing Office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号院正大中心 3号楼南塔 22-31层，邮编 100020
22-31/F, South Tower of CP Center, 20 Jin He East Avenu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100020,P.R. China
Tel :  +86 10 5957 2288
Fax:  +86 10 6568 1022/1838

上海办公室｜ Shanghai Office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号国金中心二期 6/10/11/16/17层，邮编 2001200
6/10/11/16/17F, Two IFC, 8 Century Avenue,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0120, P. R. China
Tel :  +86 21 6061 3666 
Fax:  +86 21 6061 3555

深圳办公室｜ Shenzhen Office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中心 A栋 8-10层，邮编 518026
8-10/F, Tower A, Rongchao Tower, 6003 Yitian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6, P. R. China
Tel :  +86 755 3325 6666
Fax:  +86 755 3320 6888/6889

广州办公室｜ Guangzhou Office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号富力中心 23楼整层及
31楼 01、04单元，邮编 510623
23/F, Units 01 & 04 of 31/F, R&F Center, 10 Huaxia Road, Zhujiang New Tow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23, P. R. China
Tel :  +86 20 2826 1688
Fax:  +86 20 2826 1666

武汉办公室｜ Wuhan Office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68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I座 50层，邮编 430022
50/F, Tower I,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Trade Tower, 568 Jianshe Avenue, 
Jianghan District, Wuhan, Hubei 430022, P. R. China
Tel :  +86 27 8555 7988
Fax:  +86 27 8555 7588

成都办公室｜ Chengdu Office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号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南塔 25层 -26层，
邮编 610041
25-26/F, South Tower of Tianfu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966 North Tianfu 
Avenue, High-Tech Zone, Chengdu 610041, P. R. China
Tel :  +86 28 6208 8001
Fax:  +86 28 6208 8111

重庆办公室｜ Chongqing Office
重庆市江北区金融街 3号 D座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5-1层 A单元，邮编 400023
5-1A, Tower D, PICC Life Insurance Tower, 3 Financial Street, 
Jiangbei District, Chongqing 400023, P. R. China
Tel :  +86 23 8879 8388
Fax:  +86 23 8879 8300

青岛办公室｜ Qingdao Office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 61号乙远洋大厦 A座 27-28层，邮编 266071
27-28/F, Tower A, COSCO Plaza, 61B Hong Kong Middle Road,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P. R. China
Tel :  +86 532 5572 8677/8678 
Fax:  +86 532 8667 7666

杭州办公室 ｜ Hangzhou Office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1366号华润大厦 A座 22层，邮编 310020
22/F, Tower A, China Resources Building, 1366 Qianjiang Road, Shangcheng District, 
Hangzhou 310020, P.R. China
Tel :  +86 571 5692 1222
Fax:  +86 571 5692 1333

南京办公室 ｜ Nanjing Office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号亚太商务楼 14层 ADEF单元，邮编 210005
14/F, Asia Pacific Business Building, 2 Hanzhong Road, Gulou District, 
Nanjing, Jiangsu 210005, P. R. China
Tel :  +86 25 6951 1818
Fax:  +86 25 6951 1717

海口办公室｜ Haikou Office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与明珠路交汇处华润大厦 B座 1801-1807室，邮编 570125
1801-1807, Building B, China Resources Building, the intersection of Jinmao East 
Road and Mingzhu Road, Longhua District, Haikou, Hainan 570125, P. R. China
Tel :  +86 898 3156 6128
Fax:  +86 898 3156 6108

东京办公室｜ Tokyo Office
日本国东京市都千代田区永田町 2-14-2山王 Grand Building 1层，邮编 100-0014
1/F, Sanno Grand Building, 2-14-2 Nagatacho, Chiyoda-ku, Tokyo 100-0014, Japan
Tel :  +81 3 6205 8266
Fax:  +81 3 6206 6755

香港办公室 ｜ Hong Kong Office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四楼
4/F, Jardine House, 1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China
Tel :  +852 2877 3088
Fax:  +852 2525 1099

伦敦办公室 ｜ London Office
英国伦敦奥斯丁修士街 10-11号，邮编 EC2N 2HG
10-11 Austin Friars, London EC2N 2HG, U.K.
Tel :  +44 20 7382 1567
Fax:  +44 20 7382 1568

纽约办公室 ｜ New York Office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华尔街 2号 21层，邮编 10005
2 Wall Street, 21/F, New York, NY 10005, USA
Tel :  +1 212 380 8388
Fax:  +1 212 810 1995

洛杉矶办公室 ｜ Los Angeles Office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威尔夏大道 4322号 200室，邮编 90010
4322 Wilshire Blvd, Suite 200 Los Angeles, CA 90010, USA
Tel :  +1 323 930 5690
Fax:  +1 323 930 5693

旧金山办公室｜ San Francisco Office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奥图市东海岸路 2479号 215室，邮编 94303
2479 E Bayshore Rd, Suite 215 Palo Alto, CA 94303, USA
Tel :  +1 415 868 4398
Fax:  +1 415 868 4399

阿拉木图办公室｜ Almaty Office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麦迪奥区 Samal-2街区 58号楼 2单元 11层，
邮编 050059
11/F, Unit 2, Building 58, Samal-2 Microdistrict, Medeu District, Almaty 050059, 
Kazakhstan
Tel :  +7 727 339 1880
Fax:  +7 727 339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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