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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达律师事务所创建于1993年，是亚洲最受尊敬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我们
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北京、广州、香港、上海和深圳均设有办公室，
共有700多名律师在广泛的商业事务中为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机
构、领先的中国企业以及快速成长的科技企业在内的各类客户提供法律服
务。跨地区的服务网络使我们具有同时提供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法律服务
的能力。

在众多业务领域，我们都是客户解决最具挑战性的交易和法律问题的首选。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在中国及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最大、最复
杂的公司和金融交易中为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代表客户在本地区处
理了大量广受瞩目且复杂的诉讼和仲裁案件以及合规和政府调查程序。

我们致力于通过强大的本土法律能力和全球化的商业视角为客户提供服务。
我们的团队成员包括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英格兰和
威尔士、美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执业律师。

凭借对全球主要司法管辖区中法律和程序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在中国和
其他地区最大型且复杂的跨境事务中，为客户提供有效的建议。我们的优
势获得了客户和同行的广泛认同。钱伯斯将我们的跨境服务能力评价为
“优秀的律师素质”、“与国际律所相当的高水平服务”和“强大的全
球视野”。

立足中国的卓越
国际律师事务所

业内领先的反垄断法律服务
经验及专业知识

企业的跨境并购与投融资需要应对诸多问题，包括贸易冲突所带来的挑战、
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国家安全审查的干预以及诸多审批程序的协调等。
对于这些问题的应对不当，轻则会导致延长交易交割的时限；重则可能会
导致交易的失败。

我们运用专业经验，通过熟练把控反垄断法规、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交易
的影响，为客户跨境并购交易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

我们是客户处理复杂和高风险事项的首选顾问。我们代表国内外众多知名
企业和金融机构成功处理了多起最具争议且广受瞩目的案件。成功助力客
户达成商业目标，是我们获得广泛认可、成为国内顶尖竞争法团队的重要
原因。

竞争法/反垄断法（中国律所）- 第一梯队律所
《钱伯斯亚洲》2020、2019和2018

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中国律所 -  第一等律所
《亚太法律500强》2020

顶尖竞争法律所 - 中国律所
《全球竞争法评论》2020

中国年度最佳竞争法律所
《中国法律与实践》2017，2018和2019 

中国领先反垄断法律所 
《亚洲法律顾问》：2016 

韩亮律师在《钱伯斯亚洲》年度评选中一直位列中国“第一梯队”
竞争法律师，也被《全球竞争法评论》的《国际竞争法律师名录》
评选为中国顶尖的反垄断执业律师。

斯古德（Andrew Skudder）教授被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聘任为国
际竞争网络（ICN）的非政府顾问（Non-Governmental Adviser）。

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竞争法与反垄断法

业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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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代表客户处理过的案件中，包括中国反垄断执法历史中规
模最大、最复杂、难度最高的经营者集中和反垄断调查案
件。

我们的反垄断团队在成功协助客户获得经营者集中审批方面成绩卓著，
居于业内领先地位。

中国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有时耗时较长，或者结果不确定性强。我们
致力于协助客户成功获得反垄断审批，为客户争取最理想的审查结果。
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包括：为客户评估交易被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质疑
的可能性、评估交易的行业及政治敏感性、及时有效地统筹协调中国和
其他多法域的申报策略等。
 
在存在竞争关注的案件中，我们与反垄断监管机构细致商榷救济措施，
为客户量身定制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推动交易尽快获得监管机构批准
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护客户在中国与全球的商业利益。

经营者集中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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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丰富的本土化专业知识和全球视野

中国已同欧盟、美国一道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反
垄断司法辖区。在代理涉及中国市场的全球并购交
易时，反垄断律师需要能够为客户提供国际化与本
土化高度融合的专业法律意见。

我们的反垄断团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反垄断团队之
一，拥有20名全职从事反垄断业务的专业律师，
在北京、上海、香港办公室均有常驻人员。我们的
律师在加入方达前曾在欧盟、英国、美国及澳大利
亚等多个司法辖区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此外，我
们与亚太及全球其他地区领先律所的反垄断团队保
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提供多领域法律服务
 
反垄断监管通常也会延伸到诸多其他领域。我们在
众多领域均拥有强大的法律服务团队，能够帮助客
户应对来自各个领域的挑战，包括知识产权、数字
技术、隐私和数据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及消费者保
护等。

敏锐把握反垄断监管动向
 
中国反垄断法律体系日益发展和完善，但实践中依
然不可避免遇到法律的空白地带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风险，给企业在中国拓展业务或收购中国实体带来
阻碍。

我们的反垄断团队擅长帮助企业解决中国竞争法与
反垄断法项下的各种疑难问题，为客户提供富有洞
见的专业指引。我们与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保持长
期的良好沟通，在众多复杂疑难的案件中与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密切合作。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
独到而权威的专业法律判断。

同时，得益于我们团队中的前监管机构官员及非政府
顾问的经验，我们熟悉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思维
方式、执法风格及工作重点等。

通过代理诸多重大案件的经验积累以及与中国立法
机关及执法机构的紧密合作，我们的团队有幸参与
和影响了中国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展和完善。
我们经常受立法机关和执法机构的邀请，在相关法
律法规的社会征求意见稿公布前，就相关法律法规
的初期草案提供意见。

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竞争法与反垄断法

我们代表客户处理中国反垄断监管
机构附条件审批案件的数量首屈一
指。自2019年6月以来，我们代理
了8起附条件案件中的5起。

代表性案例

附条件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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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近期已代理客户成功完成的经营
者集中审查案件包括：

  •  在英飞凌科技公司以100亿美元收购赛普拉斯半
导体公司的并购交易中代表英飞凌科技公司；

  •  在丹纳赫公司以210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医疗生
命科学生物制药业务的并购交易中代表丹纳赫公
司；

  •  在诺贝丽斯公司以26亿美元收购爱励公司的并购
交易中代表诺贝丽斯公司；

  •  在波音公司以42亿美元收购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
商用航空业务的并购交易中代表波音公司；

  •  在卡哥特科集团以8700万欧元收购德瑞斯集团船
舶与海洋设施相关业务的并购交易中代表卡哥特
科集团；

  •  在林德集团与普莱克斯公司的金额为660亿欧元
的全球合并交易中代表林德集团；

  •  在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以300亿美元被联合技术
公司收购的并购交易中代表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

  •  在华特迪士尼公司以713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
斯公司的并购交易中代表双方；

  •  在贝克顿-迪金森公司以240亿美元收购美国巴徳
公司的并购交易中代表贝克顿-迪金森公司；

  •  在泰雷兹以48亿欧元收购金雅拓的并购交易中代
表双方；

  •  在博通公司拟以1170亿美元收购高通公司的并购
交易中代表博通公司；

  •  在杜邦公司与陶氏化学公司的金额为1200亿美元
的全球合并交易中代表杜邦公司。该交易被市场
监管总局列为“《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十
大有影响力的反垄断执法案件”之一；

  •  在百威英博啤酒集团以1040亿美元收购英国南非
米勒酿酒公司的并购交易中代表百威英博啤酒集
团。

交易概况：我们代表丹纳赫公司就其以210亿
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医疗生命科学生物制药业务
的交易进行中国经营者集中申报。

挑战： 交易双方存在横向重叠的相关产品市场
有26个，同时该交易的交割时间安排非常紧张。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对该交易进行审查的
过程中，就交易双方的产品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特别针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关注。

结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为交易双方最
终提交的救济方案可以减少该交易对包括中国
市场在内的相关市场中的竞争造成的不利影响，
最终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了该交易。在获得批
准后，我们继续协助客户，成功地在2个月内
获得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剥离交易以及
对剥离业务买方的批准，比美国联邦贸易委员
会要求的剥离交易交割时间提前了3周。 

交易概况：我们代表卡哥特科，就其收购德瑞
斯集团船舶与海洋设施相关业务交易进行中国
经营者集中申报。卡哥特科与德瑞斯集团均是
业内领先的船舶设备供应商。

挑战：该交易涉及船舶设备供应行业最大的两
家公司的合并。卡哥特科的下游客户和竞争对
手对该交易提出强烈反对意见，称该交易将消
除卡哥特科在市场上唯一的竞争对手。

结果：我们帮助客户制定了创新性的救济方案，
即仅在中国区范围内保持交易双方业务的独立。
经过与监管机构多轮紧张的沟通，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最终采纳了我们的救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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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况：我们在华特迪士尼公司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交易中，代表双方进行中国经营者集中申报。
这项价值710亿美元的交易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娱乐公司，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将该交易评选为“2018年
反垄断执法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挑战：迪士尼对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收购旨在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内容集合。投资者担心中国
反垄断监管机构可能会受到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影响而禁止该交易。

结果：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无条件批准了该交易，因此迪士尼成功收购了福克斯的娱乐业务资产，包括
通过福克斯亚洲网络集团收购了福克斯在亚洲的业务。

交易概况：我们代表罗克韦尔柯林斯，就其与联合技术公司价值30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进行中国经营者
集中申报，该案是航空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交易，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将该交易评选为“2018年反
垄断执法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挑战：该交易涉及两家美国航空巨头，在“高通收购恩智浦半导体”案失利的背景之下，公司股东非常
担心该交易会因政治因素而在中国受到阻碍。我们的工作是确保该交易不会受到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结果：我们最终帮助客户在中国成功获得了该交易的批准决定，包括帮助客户起草并与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协商了救济方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终要求联合技术和罗克韦尔处置某些资产并确保履行
涉及飞机部件的某些供应条件。

交易概况：我们协助工业气体巨头林德集团就其与普莱克斯的合并交易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该交易在
行业内引起高度关注。这项估值为660亿欧元的交易被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评选为“2018年反垄断执法
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挑战：该交易最主要的焦点在于是否能够及时获得反垄断审批。中国是该交易在全球20个需要获得并购
审批的司法辖区中至关重要的一个。

结果：我们协助客户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行了多轮商谈并按照监管机构的意见提交了数十次救济
方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终附条件批准了该交易。批准决定包含一整套综合的结构性和行为性救
济方案，以减轻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多个具有横向重叠的相关市场提出的竞争关注。

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竞争法与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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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和垄断协议行为的处罚金额不断提高，执法活动也日
益频繁，我们代表客户，在许多规模巨大、复杂疑难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中，为客户争取最优的结
果，最大程度保护客户的权益。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评估潜在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风险，帮助客户制定最佳应对方案。我们的服务内
容包括协助客户评估并申请宽大处理、制定和解策略、应对反垄断监管机构的黎明突袭、帮助客户
审查内部文件等。

我们代表客户处理了大量反垄断调查和诉讼案件，其中许多案件涉及多个司法辖区，案件类型涉及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后续损害赔偿、知识产权争议、转售价格维持及敏感信息交换等领域。

代理大型反垄断诉讼，需要律师具备充分的经济学知识和过硬的争议解决能力。我们不仅与知名经济咨
询机构有稳固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可以调动方达强大的争议解决团队，联合代理案件，为客户提供
无缝衔接的优质法律服务。

反垄断调查与诉讼

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竞争法与反垄断法

  •  代表一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应对涉及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调查

  •  代表一家国际船运公司应对一项针对滚装船
行业卡特尔的反垄断调查

  •  代表一家全球娱乐公司应对一项针对独家许
可安排的反垄断调查

  •  代表一家日本公司应对一家国有企业提起的
就欧盟委员会针对其国际卡特尔行为做出的
处罚决定的后继诉讼

  •  代表Inter Digital应对涉及其专利组合许可
实践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其中一些专利被
认为是电信行业标准必要专利（SEP）

  •  代表一家国际汽车制造商应对中国执法机构
启动的关于尾气排放控制系统共谋行为的
调查

  •  代表一家领先的港口堆场企业应对关于堆场
费用卡特尔的指控

  •  代表一家国际化工公司应对针对其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和维持转售价格的反垄断调查

  •  代表三家国有港口集团应对针对其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调查

  •  代表一家国际医疗设备公司应对针对其转售
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调查

我们近期代表客户成功处理的反垄断调查及诉讼案件包括：

案件概况：我们代表一家国际船运公司应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该
公司被指控与其竞争对手合谋固定“滚装”货运的价格。该卡特尔调查
的主管机关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中国前反垄断执
法机构之一。

挑战：除中国以外，还有十多个司法辖区也同时指控该公司从事卡特尔
行为。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制定和实施辩护策略，并与客户在
全球的辩护策略保持协调。

结果：尽管其他部分司法辖区在经过数年的调查后仍对公司处以高额罚
款，我们协助客户与国家发改委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最终促使国家发
改委终止对公司的调查。这是第一例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调查之后对跨
国公司的卡特尔行为终止调查、免予处罚的案件。

案件概况：我们代表一家大型国际化工企业，应对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
启动的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他交易的调查。

挑战：中国执法机构在对公司进行突击检查之后展开了正式调查，并最
终对客户的一系列合同性安排进行了审查，包括最惠国条款、最低采购
义务及忠诚折扣方案等。

结果：我们帮助客户协调经济学家的支持，为客户进行了多轮有力的抗
辩，最终帮助客户获得了减少罚款的理想结果。

案件概况：我们代表一家港口堆场企业应对反垄断执法机构针对码头堆
场费用卡特尔行为的调查。

挑战：该案涉及20多家企业被指控涉嫌参与价格卡特尔行为，这是中国
地方反垄断执法机构发起的规模最大的反垄断调查之一。该案的主要难
点是执法官员提出了严格的时间要求。

结果：在向国家发改委递交大量文件并与其进行多轮紧张的协商后，我
们为客户取得了大幅度减少罚款的满意结果。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将该
案件列为“2018年反垄断执法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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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表Inter Digital应对涉及其专利组合许可
实践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其中一些专利被
认为是电信行业标准必要专利（SEP）

  •  代表一家国际汽车制造商应对中国执法机构
启动的关于尾气排放控制系统共谋行为的
调查

  •  代表一家领先的港口堆场企业应对关于堆场
费用卡特尔的指控

  •  代表一家国际化工公司应对针对其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和维持转售价格的反垄断调查

  •  代表三家国有港口集团应对针对其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调查

  •  代表一家国际医疗设备公司应对针对其转售
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调查

我们近期代表客户成功处理的反垄断调查及诉讼案件包括：

案件概况：我们代表一家国际船运公司应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该
公司被指控与其竞争对手合谋固定“滚装”货运的价格。该卡特尔调查
的主管机关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中国前反垄断执
法机构之一。

挑战：除中国以外，还有十多个司法辖区也同时指控该公司从事卡特尔
行为。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制定和实施辩护策略，并与客户在
全球的辩护策略保持协调。

结果：尽管其他部分司法辖区在经过数年的调查后仍对公司处以高额罚
款，我们协助客户与国家发改委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最终促使国家发
改委终止对公司的调查。这是第一例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调查之后对跨
国公司的卡特尔行为终止调查、免予处罚的案件。

案件概况：我们代表一家大型国际化工企业，应对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
启动的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他交易的调查。

挑战：中国执法机构在对公司进行突击检查之后展开了正式调查，并最
终对客户的一系列合同性安排进行了审查，包括最惠国条款、最低采购
义务及忠诚折扣方案等。

结果：我们帮助客户协调经济学家的支持，为客户进行了多轮有力的抗
辩，最终帮助客户获得了减少罚款的理想结果。

案件概况：我们代表一家港口堆场企业应对反垄断执法机构针对码头堆
场费用卡特尔行为的调查。

挑战：该案涉及20多家企业被指控涉嫌参与价格卡特尔行为，这是中国
地方反垄断执法机构发起的规模最大的反垄断调查之一。该案的主要难
点是执法官员提出了严格的时间要求。

结果：在向国家发改委递交大量文件并与其进行多轮紧张的协商后，我
们为客户取得了大幅度减少罚款的满意结果。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将该
案件列为“2018年反垄断执法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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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涉及价格、分销、许可与涉及竞争者之间、供应
商及经销商之间的供应协议等各个方面的反垄断合规指引，以及受客户
所托协助客户进行全方位的反垄断合规自查。帮助客户发现问题、制定
恰当的策略、在实现客户商业利益的同时确保反垄断合规，是我们一贯
的服务宗旨。

我们帮助客户规划和制定切实有效的合规政策。我们能够为客户量身定
制既符合其商业愿景，也符合中国监管机构预期的综合性内部合规计划，
并制定详细的方案，确保该合规计划的执行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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