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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业务是方达律师事务所的核心业务之一。
我们的争议解决团队由位于北京、广州、香港、上海和深圳等五地办公室的近50名合伙人和220多位律师组成。
我们是大中华法律市场规模最大和最多样化的争议解决团队，团队成员可以熟练运用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西
班牙语、俄语和其他语言进行工作。除了在内地和香港执业外，团队成员还持有其他地区的执业资格，包括英格兰
及威尔士、纽约和俄罗斯等。
我们代表客户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院出庭参加诉讼，参与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与临时仲裁程序，处理各类行
政案件以及其他争议解决程序，包括调解及和解。必要时，我们的团队会与其他国际律所就跨境案件开展合作，包
括条约仲裁、执行和国际仲裁程序。
我们的客户包括知名的国有和民营企业，也包括来自美国、欧洲和其他全球市场的大型跨国企业。我们的客户在面
临重大诉讼、仲裁、调查、合规程序以及投资保护等事宜时信赖我们团队的专业法律服务。
凭借方达在公司、金融、贸易、投资等法律领域积累的长期经验，以及在银行、能源、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制造
业、传媒、制药、房地产和建筑、零售业、高科技、矿产、自然资源和电信等各行业积累的丰富专业知识，我们的
争议解决团队有能力就任何案件提供完善且无缝衔接的专业法律服务。
如需详细信息，包括专业人员的介绍，敬请访问本所网站：www.fangdalaw.com.

近年来，我们代表客户参与了众多备受瞩目的大型案件，被公认为处理法律难
题和复杂交易的客户首选律所。我们的专业能力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近期荣
膺多项大奖：
争议解决（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等
《钱伯斯 亚太法律指南》（2021年）
争议解决：仲裁（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等
《The Legal 500 亚太地区律所排名》（2021年）
争议解决：诉讼（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等
《The Legal 500 亚太地区律所排名》（2021年）
争议解决-杰出律所
《亚洲法律名录》（2021年）
知识产权：诉讼（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等
《钱伯斯 亚太法律指南》（2021年）
破产与重组（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等
《钱伯斯 亚太法律指南》（2021年）
公司调查/反腐败（中国律师事务所）-第一等
《钱伯斯 亚太法律指南》（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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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跨境争议解决

我们的专业法律服务贯穿诉讼始终，全程参与每个阶段，致力于为客户赢得最
好的结果，并为推动司法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方达因擅长解决跨境争议而闻名。我们拥有大量兼具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背景，
且熟练掌握一门及以上外语的专业律师。我们的服务跨越多个司法辖区，经常
与跨国公司客户和外国律师密切配合，协助客户进行内部合规调查，处理与监
管机构相关的事宜，解决投资保护问题，为客户制定寻求救济的策略。

我们的诉讼律师在处理各类大型复杂商业诉讼案件的
过程中，时常承担主导角色，解析复杂的法律问题，
研究、提出有效、令人信服的论证观点，并与本所其
他熟悉各行业法律业务的团队密切合作。我们的目标
不仅是为客户赢得纠纷，我们更致力于实现客户最优
的商业目标，为客户设计新颖的问题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范围
我们在各级司法机构，从中国内地的基层法院到
最高人民法院，以及香港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和终审法院，代理案件。
我们的诉讼律师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和香港的五地的办公室，并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
（如重庆、成都、长沙、贵阳、西安、苏州、宁
波等）领先的当地律所密切合作，为需要更多地
方协助的中国内地诉讼提供无缝衔接的法律服务。
通过我们与世界其他主要司法辖区的领先律所建
立的国际平台，我们可以协助中国公司处理国际
平行诉讼、复杂的离岸法律诉讼，以及跨境法律
程序。

我们推动法律变革
我们的合伙人受邀以专家身份参与一系列重要法
律的立法起草工作（如《强制执行法》、《民事
诉讼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和
一系列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我们与主要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均长期保持
着良好的专业沟通与联系。

境内争议
我们经常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律程序中代表境外客户。大型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时常
就商业纠纷、民事和刑事诉讼、仲裁、企业内部调查以及监管执法程序等向我们寻求法
律服务。

境外争议
我们也经常代理大型国内企业帮助其处理在跨境交易中发生的争议。在跨境诉讼和仲裁
中，我们以牵头法律顾问的身份协调多个司法辖区的律师，帮助客户制定最有效的诉讼
和仲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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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

合规争议

方达活跃在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领域。

我们协助跨国公司和大型中国企业应对中国日趋活跃、复杂的监管执法。

我们在国内主要城市的仲裁机构都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同时，本所的争议解决律师作为仲裁员、律师或法律
专家还参与了大量在主要国际仲裁机构进行的、适用
主要国际仲裁规则的案件，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包
括但不限于：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

我们的仲裁律师可以就中国法律、香港法律、英国
法律、俄罗斯法律等提供服务，并在全球其他许多
司法辖区拥有执业资格。我们经常处理与各类商业
合同有关的跨境商业纠纷，包括兼并与收购、合资
企业、建筑工程、以及知识产权许可等领域的合同
争议。

积极应对

我们的经验

我们是为数不多能够专门从事合规争议业务的中国律
师事务所之一，我们的合规律师能为客户处理内地和
香港发生的企业内部调查及监管机构调查。合规团队
是方达争议解决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合规团队在以下重点监管领域具备非常丰富的
经验：

我们亦具备丰富的投资仲裁领域的经验，协助客户
解决在双边或者多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投
资协议等法律文件项下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
议。

我们的团队曾在众多行业领域为客户处理了多起极为
复杂且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合规调查案件，这些案件
涉及客户公司和个人的声誉风险，以及民事、刑事或
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我们提供的服务
我们的合规团队提供的服务包括：

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

为客户在监管部门各阶段的调查提供咨询意见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仲裁规则下的仲裁

在各类监管调查程序中为客户辩护
代表客户参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就主动报告及申请宽免提供咨询意见
公司内部调查
合规风险管理（包括制定公司合规政策和规章
制度）

反商业贿赂：我们的专业调查与诉讼律师代表客
户处理商业贿赂、腐败等方面的监管调查、刑事
诉讼或行政程序
反垄断、不正当竞争：我们代理了许多跨国企业
应对中国政府的反垄断执法，具有相当丰富的经
验；并且，随着香港的反垄断机构变得日趋活跃，
我们也能就香港的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为客
户提供服务，给予客户在这一日新月异和复杂的
法律领域获得指导
证券法：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与证券违法相关的调查和诉讼辩护服务，包括内
幕交易、操纵市场以及虚假披露等
国家秘密与个人隐私：在过去多年的实践中，我
们参与了多起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重大敏
感性案件。在此过程中，我们帮助客户制定了为
人接受的、处理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信
息的操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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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06

争议解决
07

主要的争议解决业务领域
我们处理的争议涵盖各个行业的各个业务领域。

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公司争议

作为中国领先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反垄断业务团队之
一，我们参与了多起被广泛报道的针对涉嫌构成垄断
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行政调查以及民事诉
讼。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领域的争议日新月异且案情
复杂，我们一直走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我们曾代表境
外知识产权权利人处理的一起基于“公平合理与非歧
视”（FRAND）的许可案件，是国内首起此类案件。

我们对于处理各种类型的复杂且影响重大的股权和合
伙纠纷拥有丰富经验，包括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
和行业并购、境内和跨境投资、公司治理和控制、合
资经营、股东压制、董事和股东退出、强制解散和清
算、以及家事争议等引发的股东争议。

我们还在香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国际律师团队，他们
在英国和欧盟的反垄断诉讼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能
够在发生民事争议或监管调查时就协助客户。

破产重整与清算
方达在公司重整和破产清算领域广受认可，被誉为该
领域的顶尖律所之一。我们在破产程序中担任破产管
理人，在大型跨境破产清算和重组案件中担任中国法
律顾问，在众多大型破产争议中为债权人、金融机构、
公司董事及股东提供法律建议，维护其合法权益。

商业合同争议
我们经常代表客户处理利益攸关的商业争议和合同诉
讼与仲裁。我们的诉讼律师以丰富的庭审经验为客户
提供制胜策略和解决方案。我们着眼于争议各方的商
业利益，并据此制定和执行诉讼或仲裁策略，不论以
谈判协商还是审理裁判的方式，均致力于为客户争取
利益最大化的处理结果。

我们的客户包括跨国公司、主要金融机构、政府机构
和高净值人士。我们与众多司法辖区内领先的当地律
师保持紧密的联系，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跨境投资和
股东争议解决服务。

劳动争议
我们在代表客户处理各类（包括但不限于违法解除、
竞业禁止协议、取消福利与奖金、工伤等）劳动争议
仲裁和诉讼案件方面具有扎实丰富的经验。

环境诉讼
我们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环境诉讼实务经验的律所
之一，始终走在中国环境诉讼的最前沿。我们在代表
大型工业企业应对涉及垃圾处理、油污泄漏及大气污
染和水污染的诉讼和监管调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除了在民事索赔中代理客户以外，我们还在中国
首例环境公益诉讼中为客户辩护。

家事争议

产品责任

我们团队的律师可以处理所有类型的家事法争议，特
别是涉及复杂的公司结构、信托安排或包含跨境因素
的案件。我们为高净值人士和家庭提供高质量的法律
代理和个性化服务。我们致力在家事纠纷中与客户紧
密合作，为客户实现理想的结果。

我们经常为汽车、计算机、玩具、纺织、医药和食品
等众多行业的知名工业制造商就其巨额产品责任纠纷
提供建议。我们的律师在处理产品责任争议时，能够
结合产品责任纠纷解决的丰富经验与对尖端科技的深
刻见解。

金融争议

专业责任诉讼

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中国的几大经济、金融中心城市，
我们经常代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
领域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处理涉及各种新颖且价值
高昂的金融工具和包含复杂棘手的监管要求的金融纠
纷。

我们代理会计师、律师、投资银行、咨询顾问等专业
人士处理各类专业责任争议。特别是在代理会计师事
务所应对监管机构的调查以及执业责任诉讼方面，我
们在业界拥有无可比拟的经验。

知识产权诉讼
我们的律师擅长协助客户保护其在中国的知识产权。
我们服务的客户包括创造了全球最具价值知识产权的
企业，我们为其在中国境内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专业法
律意见。我们代表权利人参与了多起备受瞩目且具有
开创意义的知识产权案件。我们80%以上的知识产权
诉讼律师具有理科或工科的学历背景，可以迅速掌握
复杂的技术知识，并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清晰地向不具
有技术背景的法官阐明复杂的技术要点。

投资保护
方达是中国首家推出专业提供投资保护业务服务的律
师事务所。我们的办公室拥有一批专门从事投资保护
业务的合伙人与律师，能为客户在复杂的司法辖区里
提供投资结构方面的建议，同时也能在投资出现问题
时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投资保护业务团
队的成员曾多次帮助投资者或东道国处理投资者和东
道国之间的投资纠纷仲裁。

房地产和建筑工程
我们的许多合伙人都是公认的房地产和建筑领域的专
家。我们时常代表业主和承包商处理建筑领域的诉讼、
仲裁和监管执法程序。我们在解决房地产并购交易、
房地产租赁和转让以及其他类型的房地产和建筑工程
领域的复杂纠纷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证券诉讼
我们为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个人在各类证券诉讼中
提供卓越的法律服务，包括股东代表诉讼、因虚假披
露或不实陈述引发的诉讼、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证券
监管部门的执法程序。

白领犯罪辩护
作为为数不多的具有白领犯罪辩护专业经验的中国律
所，我们代表企业和个人处理影响重大、案情复杂的
白领犯罪案件以及相关的监管执法程序。我们的团队
在涉及商业贿赂、欺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反洗
钱等重大案件中，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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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上海

北京
高国征

高娜

康明

陈周

陈冠兵

陈涵杰

知识产权诉讼

诉讼、仲裁、破产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公司治理

allan.chen@fangdalaw.com

破产、诉讼、仲裁
guanbing.chen@fangdalaw.com

刑事、合规、监管
hanjie.chen@fangdalaw.com

林彦华

彭竹

祁放

傅钟琦

胡震远

胡斌

诉讼、仲裁、合规

仲裁、诉讼、家事

知识产权诉讼

诉讼、仲裁、合规

诉讼

知识产权、商业诉讼、仲裁

亓培冰

师虹

宋海宁

诉讼、建设工程及房地产

诉讼、仲裁

知识产权诉讼

黄涛

黄潜

季诺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破产、家事

诉讼、仲裁、破产

李春

李凯

廖婷婷

诉讼、破产

诉讼、仲裁、破产

kli@fangdalaw.com

tingting.liao@fangdalaw.com

林毅

缪斌

邵烨

诉讼、仲裁、合规

诉讼、知识产权

佘轶峰

孙牧然

诉讼、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诉讼、反垄断诉讼

王灵奇

肖春晖

赵何璇

张毅

诉讼、仲裁、合规

合规、监管

合规、监管
gil.zhang@fangdalaw.com

周博

郑善建

诉讼、劳动法

民商事争议、刑事

ggao@fangdalaw.com

yanhua.lin@fangdalaw.com

peibing.qi@fangdalaw.com

na.gao@fangdalaw.com

diane.peng@fangdalaw.com

hong.shi@fangdalaw.com

ming.kang@fangdalaw.com

fang.qi@fangdalaw.com

haining.song@fangdalaw.com

田甜

杨璞

杨伟国

知识产权诉讼

知识产权诉讼

诉讼、仲裁、破产

tian.tian@fangdalaw.com

pu.yang@fangdalaw.com

weiguo.yang@fangdalaw.com

姚潇怡

尹云霞

赵立行

知识产权诉讼

合规、监管

诉讼、劳动法

sherry.yao@fangdalaw.com

kate.yin@fangdalaw.com

lisa.zhao@fangdalaw.com

广州
肖潇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合规

alvin.xiao@fangdalaw.com

陈振中

Andrew Skudder

投资保护、国际仲裁

诉讼、监管调查、仲裁

诉讼、反垄断

诉讼、仲裁

peter.yuen@fangdalaw.com

知识产权

rlin@fangdalaw.com

bo.zhou@fangdalaw.com

Olga Boltenko

阮葆光

jason.li@fangdalaw.com

patrick.xiao@fangdalaw.com

香港

olga.boltenko@fangdalaw.com

dhuang@fangdalaw.com

hshe@fangdalaw.com

苏毅
yi.su@fangdalaw.com

allen.fu@fangdalaw.com

howard.chan@fangdalaw.com

giant.hu@fangdalaw.com

joyce.huang@fangdalaw.com

benjamin.miao@fangdalaw.com

muran.sun@fangdalaw.com

derrick.zhao@fangdalaw.com

jhu@fangdalaw.com

nji@fangdalaw.com

知识产权诉讼

devan.shao@fangdalaw.com

诉讼、仲裁、破产

lingqi.wang@fangdalaw.com

shanjian.zheng@fangdalaw.com

深圳

andrew.skudder@fangdalaw.com

李风华

云劭君

张辉

诉讼、仲裁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诉讼

ﬂi@fangdalaw.com

cyun@fangdalaw.com

dzhang@fangdalaw.com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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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联系人
上海

北京
高国征

高娜

康明

陈周

陈冠兵

陈涵杰

知识产权诉讼

诉讼、仲裁、破产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公司治理

allan.chen@fangdalaw.com

破产、诉讼、仲裁
guanbing.chen@fangdalaw.com

刑事、合规、监管
hanjie.chen@fangdalaw.com

林彦华

彭竹

祁放

傅钟琦

胡震远

胡斌

诉讼、仲裁、合规

仲裁、诉讼、家事

知识产权诉讼

诉讼、仲裁、合规

诉讼

知识产权、商业诉讼、仲裁

亓培冰

师虹

宋海宁

诉讼、建设工程及房地产

诉讼、仲裁

知识产权诉讼

黄涛

黄潜

季诺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破产、家事

诉讼、仲裁、破产

李春

李凯

廖婷婷

诉讼、破产

诉讼、仲裁、破产

kli@fangdalaw.com

tingting.liao@fangdalaw.com

林毅

缪斌

邵烨

诉讼、仲裁、合规

诉讼、知识产权

佘轶峰

孙牧然

诉讼、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诉讼、反垄断诉讼

王灵奇

肖春晖

赵何璇

张毅

诉讼、仲裁、合规

合规、监管

合规、监管
gil.zhang@fangdalaw.com

周博

郑善建

诉讼、劳动法

民商事争议、刑事

ggao@fangdalaw.com

yanhua.lin@fangdalaw.com

peibing.qi@fangdalaw.com

na.gao@fangdalaw.com

diane.peng@fangdalaw.com

hong.shi@fangdalaw.com

ming.kang@fangdalaw.com

fang.qi@fangdalaw.com

haining.song@fangdalaw.com

田甜

杨璞

杨伟国

知识产权诉讼

知识产权诉讼

诉讼、仲裁、破产

tian.tian@fangdalaw.com

pu.yang@fangdalaw.com

weiguo.yang@fangdalaw.com

姚潇怡

尹云霞

赵立行

知识产权诉讼

合规、监管

诉讼、劳动法

sherry.yao@fangdalaw.com

kate.yin@fangdalaw.com

lisa.zhao@fangdalaw.com

广州
肖潇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合规

alvin.xiao@fangdalaw.com

陈振中

Andrew Skudder

投资保护、国际仲裁

诉讼、监管调查、仲裁

诉讼、反垄断

诉讼、仲裁

peter.yuen@fangdalaw.com

知识产权

rlin@fangdalaw.com

bo.zhou@fangdalaw.com

Olga Boltenko

阮葆光

jason.li@fangdalaw.com

patrick.xiao@fangdalaw.com

香港

olga.boltenko@fangdalaw.com

dhuang@fangdalaw.com

hshe@fangdalaw.com

苏毅
yi.su@fangdalaw.com

allen.fu@fangdalaw.com

howard.chan@fangdalaw.com

giant.hu@fangdalaw.com

joyce.huang@fangdalaw.com

benjamin.miao@fangdalaw.com

muran.sun@fangdalaw.com

derrick.zhao@fangdalaw.com

jhu@fangdalaw.com

nji@fangdalaw.com

知识产权诉讼

devan.shao@fangdalaw.com

诉讼、仲裁、破产

lingqi.wang@fangdalaw.com

shanjian.zheng@fangdalaw.com

深圳

andrew.skudder@fangdalaw.com

李风华

云劭君

张辉

诉讼、仲裁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诉讼

ﬂi@fangdalaw.com

cyun@fangdalaw.com

dzhang@fangdalaw.com

争议解决
立足中国，放眼国际的领先争议解决团队
北京办公室

广州办公室

香港办公室

上海办公室

深圳办公室

朝阳区光华路1号

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

中环康乐广场8号

石门一路288号

福田区中心四路1号

北京嘉里中心北楼27层

合景国际金融广场17层

交易广场1期26楼

兴业太古汇

嘉里建设广场T1座17楼

中国北京市 100020

中国广州市 510623

中国香港

香港兴业中心二座24楼

中国深圳市 518048

中国上海市 200041
电话： (8610) 5769 5600

电话： (8620) 3225 3888

电话： (852) 3976 8888

电话： (8621) 2208 1166

电话： (86755) 8159 3999

传真： (8610) 5769 5788

传真： (8620) 3225 3899

传真： (852) 2110 4285

传真： (8621) 5298 5599

传真： (86755) 8159 3900

www.fangda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