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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业务简介

方达律师事务所TMT业务团队是中国市场经验最丰富，且最专业的律所团队之一，在业内博得广泛荣誉和认可。主要竞
争优势为：

丰富的项目经验

方达团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为数以万计的企业，投资机构，政府机构提供了专业的TMT业务方面的法律意见。所涉及的
业务领域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行业，包括传统电信业务、电子商务、新媒体、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
算、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智能物流、生物医药等。我们团队在TMT业务方面的法律服务范围也涵盖了投融资、重
组、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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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等几乎全部法律服务。

专业的精英团队

方达团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办事处共有30位合伙人和100名多名律师专长TMT业务。我们团队的领军合
伙人拥有超过20年的从业经验，并拥有几十名十年项目经验的资深律师。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不仅精通业务，且紧密合
作多年，是市场上少见的稳健高效的团队。我们团队的所有律师均富有中国和国外法律教育背景，有流利的中文与英语
水平，熟悉中国客户的需求和习惯且具有国际经验和视野。

复杂交易的处理能力和灵活的创新能力

方达团队在市场上以其具有敏锐的商业意识，处理复杂交易的能力和灵活的创新能力著称。历年来我们主导及参与了众
多开创市场先河或其他新颖和复杂的项目。我们能够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为客户面临的各种复杂疑难或新颖的问题灵
活设计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

无缝的全面服务

方达团队在TMT业务领域为向客户提供无缝式法律服务著称，我们团队为各类私募基金的设立和资金募集；各类私募基
金对目标公司的各种形式的投资，并协助其实现其投资的退出，包括整体出售等其他收购兼并交易、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资本重组等资本市场交易。同时我们为TMT企业提供对外融资，投资，收购，合并等业务，或协助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以及后续的资本市场交易。我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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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进一步为企业提供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方案，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不正当竞争与商业秘密诉讼，专利、商标、
著作权及集成电路布图的申请和登记等的一站式无缝服务。

卓越的市场评价

方达TMT业务团队及多名资深合伙人多次获得权威机构授予奖项及最高评价。连续多年蝉联《钱伯斯亚太》科技、电信
和传媒中国所第一等，并多次获得《Legal 500》、《商法》、《亚洲法律概况》等法律媒体的重点推荐和荣誉奖项。

科技、传媒与电信领域
(中国所) 第一等

钱伯斯亚太
2019/2020年排名(中国律所)

第一等

2019
2020

第一等

2019
2020

杰出

2019
2020

(中国律所)

科技和电信
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览》 
2019/2020年排名

通信媒体
中国所 第一等级

《法律500强》亚太
2019/2020年排名(中国律所)

VENTUR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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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业务介绍 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项目经验

方达律师事务所是最早提供全面的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法律服务的中国事务所之一，业务贯穿基金的设立募集、投资、项
目管理和退出四个方面，并始终处于市场领先地位。我所经办的为数众多的私募股权与投资基金项目，不仅涉及境内人民
币基金的设立，还涵盖设立境外美元基金（离岸）的法律服务。我们的业务内容擅于将中国境内法律和境外法律有机结合
，擅长提供跨境的法律服务，并涉及股权、债权和夹层融资等各种复杂形态。

方达私募股权与投资基金团队和多名资深合伙人多次获得权威机构授予奖项和最高评级。钱伯斯亚太排名中，方达私募股
权和投资基金多年蝉联第一等。

投资基金（中国所）第一等
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业务（中国所）第一等

钱伯斯亚太 2019/2020年排名
(中国律所)

第一等

2019
2020

(中国律所)

第一等

2019
2020

投资基金(中国所) 第一等级
私募股权基金与风险投资(中国所) 第一等级

《法律500强》2019/2020年排名

(中国律所)

第一级别
2020
2018

私募股权领域(中国所) 第一级别
投资基金领域(中国所) 第一级别

IFLR 1000 Financial Law Firm Rankings, 2018/2020

杰出律所
2020
2018

投资基金（杰出律所）
私募股权（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概览》2018/2020年排名

中国法律与实践，2018
(中国)

最佳
2018 年度最佳投资基金律所 – 中国

亚洲法律事务，2019
(中国)

最佳
2019 年度最佳私募股权投资律所 – 中国组

各类私募基金（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母基金以及其他私募投资平台等）的设立和资金募集
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及其他出资者投资于各类私募基金
各类私募基金对目标公司的各种形式的投资
为各类私募基金对其投资组合公司进行投资管理
各类私募基金实现其投资的退出，包括整体出售等其他收购兼并交易、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PO）、资本重组等资本市
场交易
基金交易融资
各类私募基金的清算

方达服务的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客户列表

代表北极光创投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
企业的投资

代表今日资本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黑石集团参与其对国内多家领先企
业的投资和收购

代表海纳亚州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云锋基金参与其对各行业领先企业
的投资

代表启明创投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红杉资本参与其对TMT诸多头部企
业投资整合

代表华平投资参与其对多家移动互联、
大消费、生物医药企业的投资

代表顺为资本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源码资本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真格基金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凯雷资本参与其对多家领先企业的
投资和收购

方达私募股权与投资基金法律服务包括：

代表经纬中国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IDG资本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蔚来资本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高榕资本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光速中国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的投资

代表华盖资本参与其对多家领先企业和
潜力初创企业的投资

代表高瓴资本参与其对多家潜力初创企
业及多家行业领先企业的投资

代表中信资本参与其对多家领先企业的
投资与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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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与兼并｜业务介绍携手共塑未来
Shaping the Future.
Together. 公司收购与兼并业务是方达律师事务所的核心业务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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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

来，方达团队代表众多国内外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客户完成了一系列知名和复杂的交易。在这些成功的交易中，我们团队
展现了为客户提供整体专业服务和意见的核心竞争力，对中国法律和监管环境的深刻理解、对税务、财务和商业综合知识
的融会贯通，以及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寻求符合各方预期解决方案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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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与兼并｜打造生态圈 收购与兼并｜强强联合

随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超级TMT公司的诞生，BAT TMD （百度，阿里，腾讯，头条，美团和滴滴）不断拓展版图，生态圈日益
强大。许多TMT企业仍需求独立发展上市，或与同业强强联合，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了BAT TMD的生态圈中。

代表阿里巴巴收购或投资电商、生鲜、出行、新媒
体、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科技公司。
打造中国最强TMT生态圈。

代表滴滴收购参与其与快的和优步的合并。
打造中国最强第一大出行服务运营商。

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 
美团点评收购摩拜单车
打造“新美大”

09
方达TMT业务

08
方达TMT业务

代表musical.ly被字节跳动收购。
打造中国第一新媒体势力。

代表运满满与货车帮合并。
中国互联网货车界的强强联合。

代表中国音乐公司与QQ音乐合并。
打造中国最大的在线音乐平台。

代表安居客与58同城合并。
中国互联网城市生活强强联合。

中国音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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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上市

美国·香港·A股上市
US HK DOMESTIC IPO

方达律师事务所美股上市业务团队已经成功协助超过50家公司在美国上市，尤其在TMT行业经验丰富。包括阿里巴巴、分
众传媒、土豆网等重大上市项目。

方达近年来参与的美国上市项目

上市时间 公司名称（股票代码） 交易所 融资额（美元）

2020/6 泛生子基因科技（GTH） 2.6亿

2020/5 金山云（KC） 5.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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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达TMT业务

香港上市 国内上市

丰富多元的项目经验

方达团队已经成功协助超过40家公司在香港上市。这些公司涵盖数十个领域。其中TMT领域尤为突出。我们能在项目初期
判断出重要点和挑战，并且向公司和保荐人推荐有效可行的解决或预防方案。按时间表积极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

敏锐的商业触觉和灵活的创新能力

方达团队在市场上以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商业意识著称，历年来我们主导及参与了众多新颖和复杂的项目。在香
港整体监管环境日趋严谨及复杂的背景下，我们能够为客户面临的各种疑难或新颖的问题灵活设计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方
案。此外，我们擅长帮助公司和保荐人在上市文件中提升和凸显公司的商业模式亮点，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灵活处理法律
疑难问题，以帮助公司以最低成本达成商业目的，并配合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中外投行长期合作
 
方达团队与香港资本市场上的几乎所有中外主要投资银行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我们熟悉各投行内部的法务和合规
要求，尤其是对保荐人各项尽职调查的标准和尺度，因此我们可以帮助公司和投行以最有效的方式推进项目。

近期香港上市项目

方达团队成功协助数家TMT企业在香港成功上市。包括：

阿里巴巴、百济神州、药明生物、科培教育、新东方在线、艾德韦宣、药明康德、易居企业控股、瑞慈医疗、蓝港互动、华虹
半导体、香港宽频、天鸽、博雅、比亚迪电子、金山软件、昂纳光通信、Alibaba.com。

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私有化

退市公司成功A股上市

近期A股成功上市项目

科创板成功上市项目

方达团队协助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项目。富
士康首日上市总市值达到3905亿人
民币，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企
业。

方达团队协助宁德时代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项目。宁德时代首日上
市总市值达786亿元人民币。

方达团队协助药明康德于2015年
从美国退市，继而成功协助其
2018年于A股市场上市。从美国退
市后重新上市，药明康德在A股市
场市值超过800亿人民币。

本所作为发行人律师参与了迈瑞
医疗A股IPO项目，本项目是美国
上市公司私有化后通过IPO成功
实现中国境内上市的第二家公司。

方达团队作为分众传媒的律师参
与了分众传媒借壳七喜控股项目，
这是美国上市公司私有化后通过
借壳交易成功实现中国境内上市
的著名交易。

方达团队参与分众传媒、奇虎360、迈瑞、药明康德、聚美优品、汽车之家、YY.COM等20多个美国上市公司私有化交易，
熟悉美国上市公司的常见诉求和惯例。

中微公司 — 科创板首批上市项目 虹软科技 — 科创板首批上市项目华润微 — 科创板“红筹”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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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美国上市公司的常见诉求和惯例。

中微公司 — 科创板首批上市项目 虹软科技 — 科创板首批上市项目华润微 — 科创板“红筹”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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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部中国独角兽名单》中，总共164家企业中，有超过70%的企业是我们的客户或是代表我们的客户对企业进行投
资，并购。

在《科技部中国独角兽名单》中，前20位估值超过50亿美元的企业中，我们为10家企业提供各项投资，融资与并购的法
律服务。

高成长企业｜项目经验

蚂蚁金服
 
我们自2011年起为蚂蚁金服提供法律服务，受托事项包括：

代表蚂蚁金服收购MoneyGram  
代表蚂蚁金服投资PAYTM  FACE++  融360  OFO  36kr.com 趣店
代表蚂蚁金服股权认购百胜餐饮中国

大疆创新

我们自大疆创新成立之初即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受托事项包括：

代表大疆创新进行融资
代表投资方参与大疆创新的融资

菜鸟网络

我们自菜鸟网络成立之初即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受托事项包括：

代表菜鸟网络进行对外投资和资产收购
代表菜鸟网络进行多轮融资
代表菜鸟网络设立基金

滴滴快的

我们自滴滴设立之初即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受托事项包括：

代表滴滴进行多轮融资
代表滴滴与快的合并
代表滴滴收购优步中国
代表滴滴投资Lyft, Grabtaxi, Ola Cabs, 饿了么

高
成
长
企
业

HIGH GROWTH COMPANIES
字节跳动

我们自字节跳动成立之初即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受托事项包括：

代表字节跳动进行多轮融资及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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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服务的高成长企业覆盖了各个行业领域：

高成长企业｜覆盖各个行业领域

热点业务领域

电子商务

互联网教育

人工智能

新媒体

旅游

代表口碑网进行融资

云计算

代表优刻得进行融资

物流
代表菜鸟网络与中国人寿
合资建立物流仓储系统

代表菜鸟网络进行融资

代表运满满并购货车帮

代表阿里影业进行投资代表饿了么并购百度外卖

代表辣妈帮进行多轮融资

交通出行

代表出门问问进行多轮融资

代表Momenta进行多轮融资

代表旷视进行投资和融资

代表同程网收购北京万达
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代表同程网进行融资

代表VIPKID进行融资

代表字节跳动进行融资投资

体育运动 代表盛力世家进行融资

智能硬件 代表禾赛科技进行融资

代表阿里云进行投资

互联网金融

新能源汽车 代表奇点汽车进行融资

协助蔚来汽车处理公司事务

代表蚂蚁金服进行投资融资

代表灿谷集团投资和融资

17
方达TMT业务

16
方达TMT业务

Focused Areas

代表摩拜单车进行融资

代表哈罗单车进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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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AI已经从实验室研究阶段快速进入企业和个人应用阶段，而商业世界关注的焦点技术也从大数据，云计算等转
到了AI。

过去200年，是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诸如蒸汽技术，电力，计算机，互联网等通用技术。时至今日，能
与上述技术媲美的就是AI。

中国TMT巨头积极部署AI技术。百度对AI产业的全情投入和阿里对人脸识别，自动驾驶等的入股，都预示一场触及商业
基础结构的革命已经开始。

代表投资人参与了Face++的融资。Face++是一个在中国领先的提供人脸识别服务的AI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了北京车联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融资。车联天下主要从事车载智能终端、相关服务平台的研发和系统
集成，以及产品与服务的销售。

代表出门问问完成多轮融资。出门问问是一家以语音交互和软硬件结合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语音交互、智
能推荐、计算机视觉及机器人SLAM技术。

代表投资人参与了依图科技的融资。依图科技以一流的计算机视觉构建一流的智能安防平台，精准的人脸以及车辆识别技
术，为公安、金融等行业用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解决方案，共同提升城市安全防护。

代表投资人参与了PerceptIn（普思英察）的融资。普思英察是一家人工智能领域公司，为机器人提供完全基于视觉的
SLAM解决方案。

代表投资人参与了Pony AI（小马智行）的融资。Pony AI是一家人工智能，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公司。

代表Momenta（魔门塔）参与其多轮融资。Momenta是一家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研发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的融资。地平线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和系统级解决方案提供商。

代表投资人参与Littlelights.ai的融资。 Littlelights.ai是一家人工智能英语教育公司。

代表投资人投资商汤科技。商汤科技是全球领先的深度学习平台开发者，专注于打造人工智能视觉引擎，人脸识别，安
防技术，无人驾驶等。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珞石机器人的融资。珞石机器人为领先的提供智能制造方案的生产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Plus AI（智加科技）的投资。智加科技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自动驾驶研发公司。

方达近期协助的人工智能项目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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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投资人收购青牛（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
青牛是中国领先的企业云服务提供商之一。

云服务
CLOUD SERVICE

近期服务案例

代表投资人对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佳都数据是国内领先的移动支付及移动互联网 SaaS 云服务平台。

云服务行业格局似定非定，每个云企业发展的背景与初衷不同，就注定其发展必有所侧重与偏颇。5G、物联网、人工智能时
代的加速到来，必将催生更加广泛的行业应用。无论是IaaS+PaaS融合还是公有云+私有云+CDN 一体化发展亦或“云+管+
边”上下协同，都将助力云企业更好的发展。

代表投资人对北京玉符飞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玉符科技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身份管理的云服务。

代表投资人对七牛云存储进行股权投资。
七牛云是国内领先的企业级云服务商。

代表投资人对Cloud Moment进行股权投资。
Cloud Moment致力于成为最富创新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企业服务平台。Cloud Moment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苏州盖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
盖雅工场是领先人力资源云端服务平台。

代表投资人对上海优刻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优刻得是中国知名的中立云计算服务商。

作为金山云的中国律师为其在纳斯达克上市提供服务。
金山云是中国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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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方
式，推动着教育变革和创新，互联网教育随之成为当今时代一个极为热门的领域。

代表流利说参与其美国上市。流利说是领先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科技公司。

代表VIPKID进行融资。VIPKID是一家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一起作业网的投资。一起作业网是一家线上教育公司。

代表投资人就重组其教育业务和其对ePals, Inc. 的投资及与其设立中国合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ePals, Inc. 是世界最大的
在线K-12学习网络。

代表投资者财团就其对Best Assistant Education Online Limited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Best Assistant Education 
Online Limited是网龙网络公司（港交所股票代码：777）旗下的在线教育平台。

代表一家新浪集团投资实体对 “智慧树”平台进行投资。 “智慧树”平台在中国网络教育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专注于打
造幼儿家园共育一体化服务平台。

代表致学教育（土豆英语）进行融资。土豆英语是一家“互联网+教育”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代表投资人就其对乂学教育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并代表乂学教育进行股权融资。乂学教育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个拥有完
整自主知识产权、以高级算法为核心的自适应学习引擎。

代表投资人就其对质心教育的股权投资提供法律服务。质心教育是一家在线教育内容提供商，用wiki方式和基于大数据，从
物理竞赛切入，打造一个师生互动交流平台。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VIPABC的投资。 VIPABC是真人在线英语学习培训网站。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猿辅导的投资。猿辅导是国内知名的中小学生在线辅导机构。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高思教育的投资。高思教育是一家创新型科技教育公司。

方达近期协助的互联网教育项目

互联网教育
INTERNE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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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大数据
saas & BIG DATA

大数据的应用，已逐渐成为全球世界和学界的关注热点。
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正向精细型转换。
大数据应用的吸引力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强。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收购联想智慧医疗的股权交易。联想智慧医疗是一家专门开发医院信息系统的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闪银Wecash的融资。闪银Wecash是一个提供信用决策的大数据服务评估商。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深圳微众税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微众税银是一家基于税务信息的大数据征信服务商。

代表投资人认购品钛新发行股份。品钛集团专注于大数据处理和金融科技研发。

代表投资人参与对神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神策网络科技是大数据管理和分析的先锋创新企业。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翼依科技的股权投资。翼依科技是领先医疗健康大数据服务平台。

方达近期协助的大数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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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枢纽

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节，消费者的狂欢，各大电商的必争之地。双11已成为电商平台从商品，营销，科技，数据到物流的
全面比拼。越来越多的公司，从亚马逊，阿里巴巴，京东这样的电商巨头到小型企业，都开始通过改善物流，来满足顾客
对于快递服务日益增长的高品质需求。

近期代表性案例

京东物流隶属于京东集团，为商家提供一体化的物流解决方案。

代表投资人投资京东物流

BIG DATA LOGISTICS

菜鸟网络是一个大数据物流协同平台，以数据为核心，打通了覆盖跨境、快递、仓配、末端配
送的全网物流链路。

我们团队自菜鸟网络成立之初就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阿里巴巴创立菜鸟网络科技
代表菜鸟参与多轮融资
代表菜鸟参与其对外投资

运满满是一家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的管车配货平台。

我们团队自运满满成立之初就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投资人投资运满满
代表运满满参与多轮融资
代表运满满与货车帮合并，成立满邦集团
代表满邦集团进行融资

鲸仓科技是一家智能仓储和物流服务商。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深圳市鲸仓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

点我达是一家提供在线生活信息平台和线下即时配送物流服务平台。

代表投资人收购点我达

安能是中国增长最快速的综合型物流集团。

代表安能物流进行多轮融资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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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微医控股在香港设立合资公司，以向中国大陆的医疗机构在线提供医疗设备。微医是中国领先的移动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平台。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收购联想智慧医疗的交易。联想智慧医疗是一家专门开发医院信息系统的公司。

代表投资人对卫宁健康及卫宁互联网进行投资。卫宁健康致力于向中国医疗机构以及个人客户提供医疗健康信息化的解
决方案以及通过卫宁互联网提供互联网基础服务。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翼依科技的投资。翼依科技是中国领先的医疗大数据服务供应商。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嘉和美康的上市前的投资。嘉和美康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信息管理软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
高新技术企业。

代表投资人投资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医疗卫生领域的计算机及软件
的开发，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临床数据分析应用等业务。

代表好大夫在线参与其多轮融资。好大夫在线是中国领先的在线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代表mProbe Ltd参与其融资。mProbe Ltd是一家专注于医疗检测和医疗大数据分析的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宜云健康的投资。宜云健康是移动医疗服务平台。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医信科技的投资。医信科技是一家从事移动医疗的互联网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安心医生的投资。安心医生是一款为医生打造的接诊慢性病患者的手机平台。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中国好牙医在线的投资。中国好牙医在线是一家中国在线口腔医疗领域服务提供商。

代表Clinipace Inc.参与其对Choice Pharma (Hong Kong) Limited 的收购。Choice Pharma (Hong Kong) Limited 是一
家提供电子诊疗研究服务的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菲森科技的投资。菲森科技是一个互联网牙医平台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和缓名医的投资。和缓名医是基于移动应用及云平台技术搭建的移动远程医疗解决方案平台。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芸泰网络的投资。芸泰网络连接和整合医疗、互联网资源的掌上医院系统。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药品终端网的投资。药品终端网是专业从事医药流通领域第三方B2B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

代表投资人投资轻盈医学。轻盈医学专注于在移动端实现服务于全科室医生的临床病例分享与交流社区。 

代表未名企鹅参与其多轮融资。未名企鹅是由资深互联网人和资深医药人共同创建的一家互联网+大健康领域创业公司。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妈咪知道的投资。妈咪知道是一款母婴健康类手机软件，备孕、怀孕、育儿全程贴心服务，各种免
费咨询解答在线提供。

代表投资人参与其对华康全景网的投资。华康全景网是线上线下结合的健康医疗服务互联网平台。

方达近期协助的互联网大健康项目

互联网大健康
INTERNET HEALTHCARE

大健康产业是提供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缓和性医疗商品和服务的总称，通常包括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医疗服务、保
健品、健康保健服务等领域。随着政府对“互联网+”和PPP模式的快速推进，未来医疗信息化、医院建设将是大健康产业
的工作重心。 从国际大健康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的大健康产业仍处于初创期，在产业细分以及结构合理化方面需要更大的
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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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顶尖中国律师行

长期以来，方达一直作为大中华区为数不多的顶尖律师事务所之一享有盛名。方达创建于1993年，是首批向国内外客户
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并在北京、香港、上海、广州和深圳拥有约700名律师。

方达通过优秀的律师向客户提供无缝服务，并收取合理的费用。我们的律师在投资、资本市场、并购、融资、知识产权、监
管合规、诉讼、仲裁和税务领域拥有数十年从业经验。在我们团队从业的各个领域，我们一直被《钱伯斯亚洲》、《中国
法律与实践》、《IFLR 1000》、《亚洲法律事务》、《PLC Which Lawyer》、《Dealmakers Monthly》与
《 ASIAN-MENA COUNSEL》认可为一家领先的律师事务所。

本地知识结合国际标准

方达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律师，部分律师直接从法学院招募，而更富经验的律师则来自国内顶尖律师事务所和国际律师事
务所以及政府机构。

我们的绝大部分律师不但拥有丰富的中国执业经验，还拥有扎实的国际背景。我们的律师拥有中国大陆、美国、英国与香
港的执业资格。方达的多位合伙人及律师曾在美国或英国接受教育，并在加入方达之前拥有多年的美国或“魔术圈”领先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

多领域全地域一体覆盖

方达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以一体化的方式运营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作为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法律团队，我们在广泛的业务
领域和地区向客户提供一致的服务。

市场尊敬源自客户信赖

方达作为中国最受尊敬的律所之一，获得各大权威机构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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