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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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达简介 我们的经验

积过去二十年在资产管理领域的丰富经验，

方达是传统基金管理机构和各类另类资产管理机构

在复杂法律和合规问题上的最佳选择。

方达在中国资产管理领域一直处于市场的前沿位置。自2018年中国金融行业新一轮对外开放以来，
我们已成功协助多家境外金融/资管机构在中国设立了具有开创性的第一批外资控股金融机构并取
得了相关业务牌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同监管机构和客户一起摸索如何落实相关规则条文，使
监管规则和内控要求得以合理可行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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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与的一些广受市场关注的案例包括：

■   帮助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开放式公
募基金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   帮助设立了第一批外资控股券商；

■   帮助设立了第一家外商独资期货公司；

■   服务了第一家通过公开挂牌获得外资多数股权的公
募基金公司；

■   服务了第一家外资相对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

■   帮助设立了第一家获得基金销售业务牌照的外资银
行子公司；

■   帮助蚂蚁金服和Vanguard集团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为中国个人投资者提供基金投顾业务服务，这是证
监会首批发放的基金投顾牌照；

■   帮助设立了第一批外资独资不良资产处置公司；

■   服务了第一家外资资管机构与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战
略合作；

■   帮助设立了第一家服务于财富管理业务的外资银行
金融科技子公司；服务了第一家获得人民银行批准
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人民币清算机构的外资公司；

■   代表桥水基金等境外私募基金，参与了第一批外资
独资私募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   帮助第一家中外合资理财公司发行第一只理财产品；

■   帮助客户发行了外资独资私募基金的第一批多资产
基金产品；

■   帮助客户进行了第一批外资券商代销跨境QDLP产
品；

■   代表客户完成了第一批跨境不良资产收购项目（涉
及资产包和单体资产）的境外融资；

■   就中国相关部分成功帮助一家美国顶尖资产管理机
构对一家亚洲领先私募基金管理人的GP少数投资，
以及一家英国顶级资产管理集团与一家一流保险集
团的合并交易，均为跨境基金/资管机构并购领域
的代表性交易；

■   代表全球知名的对冲基金参与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调
查和听证；

■   在国内法院程序中处理多起涉及金融衍生品的重大
复杂案件，处理多起涉及基金投资的国内及国际仲
裁案件；

■   为知名证券公司处理与资管产品有关的危机处理。

         此外，我们还就私募基金产品违约、私募基金管理
人失联、产品未兑付后众多投资者维权引发的法律
争议，向作为私募基金托管人的证券公司提供应对
建议、参与谈判并代表证券公司参与争议解决程序；
就沪港通下因客户交易引起的跨境监管调查，为交
易商提供帮助；就基金子公司业务运营进行内部核
查，为公募基金母公司改进该基金子公司的内控提
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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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与重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我们的主要团队成员在中国资产管理市场有着丰富的经验，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团队之一。
我们的多名团队成员曾在行业领先机构的法律和合规部门任职多年，在资产管理机构的治理架构、运营模式及
商业实际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及产品方面均积累了广泛的知识和实务经验。

与此同时，我们的团队在服务行业头部企业、处理各类开创性交易和产品的过程中一直和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沟
通，对于监管实践有着丰富的第一手经验。

此外，方达的争议解决团队参与了多例极具挑战的资产管理方面的纠纷，对于裁判机构看待资产管理纠纷的视
角有着深刻的理解；我们的合规团队一直处于数据合规、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最前沿，他们的经验对于资
产管理机构在数据时代的业务运营至关重要。

·  在服务过程中对于客户的商业需求有着敏锐的触觉；

·  综合监管及司法及仲裁等方面的考量，在风险管理方面向客户提供有深度的意见；

·  在有效管理风险的同时帮助客户进行创新的能力；

·  在产品、运营、合规、内控等多方面向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并在争议发生时，
帮助客户争取最大利益。

我们的经验以及团队和本所争议解决和合规专家的紧密合作，使得我们的法律服务具有下述优势：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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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的领域

破产与重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我们在下述领域均有着丰富的经验：

政府执法和调查

帮助客户应对金融、证券、数据等多领域的监
管机构的调查，帮助机构设立内部调查的程序
和制度，并协助客户进行日常的内部自查以及
政府程序启动时的内部调查，并在各类政府程
序中代表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我们的团队还有丰富的跨境调查经验，包括与
沪港通、深港通相关的跨境监管调查。

争议解决

在近年来资管行业争议频发的背景下，我们帮
助各类机构（包括管理人、托管人、承销商、
投资人等）处理各方面的争议和司法程序。我
们的经验包括：私募基金产品违约、私募基金
管理人失联、产品未兑付后投资者维权的应对、
投资人和资管计划产品发行人、管理人之间的
争议、各类证券诉讼、处理债券违约事件、各
类机构的专业责任诉讼、代表机构参与各类行
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等。

机构

我们为各类传统和另类资管机构处理在主体设立、
牌照申请、机构和基金治理、持续合规等各方
面的事务。

运营

在新的监管环境下，我们为各类机构在产品发
行和销售、内控制度、信息安全（包括金融基
础设施）、数据合规（包括跨境数据传输）和
个人隐私保护、反洗钱等方面提供多方面的服
务，包括帮助客户制备业务政策、流程和标准
文件，建立合规体系、提供合规意见、进行合
规风险核查和评估等。

产品和市场

我们为投资于中国的各类传统和另类资管机构
提供全面而深入的产品设计和交易法律合规服
务，涵括证券交易、金融期货、夹层融资、跨
境股权互换、跨境不良资产转让等。在相关的
汇率、利率、信用、大宗商品及权益类场内和
场外衍生品风险对冲领域，我们也具备丰富的
经验。

交易

我们代表境内外各类机构参与了大量在资产管
理领域的投资、并购、设立合资企业和退出方
面的交易，包括境内和跨境的交易。得益于方
达在跨境并购、资本市场、收购融资等方面的
领先优势，我们参与了众多在资产管理领域最
复杂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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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优势，我们参与了众多在资产管理领域最
复杂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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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任志毅 律师

任律师是国内领先的金融合规律师，专注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基金产品和
金融领域的并购交易。任律师从2003年开始为跨国金融/资管机构在中国的机
构设立、产品发行、合规、监管调查和危机处理以及跨境交易等方面提供法
律服务。在加入方达之前，任律师先后担任一家国际知名投行的境内子公司
和其中国区业务（包括证券、期货、基金、大宗商品、信托、担保、特殊机
会投资、量化研究）的合规负责人，在处理各种金融企业法律合规事务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任律师还曾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多年，并拥有中国
及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

陈周 律师

陈律师是方达争议解决团队的合伙人，专注于复杂的金融、商事领域诉讼和
仲裁，对于各类金融、资管产品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募集争议、GP/LP争议、
对外投资争议、清算争议、托管争议等）的解决有着丰富的处理经验，经常
为各类外资、国资、民营券商、银行、基金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的不同
业务和产品条线提供争议解决服务。

张毅 律师

张律师是国内领先的数据及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合规律师，其在中国数据保
护网络安全以及国际数据保护（例如欧盟GDPR、美国、亚太各国数据保护法）
合规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张律师曾参与制定和研讨过许多国内重要的部门规
章和国家标准。在加入方达前，张律师曾在新加坡担任一家美国上市医疗及
科研器械制造商的亚太区法务及合规总监，主要负责中国及亚太多国的合规
监管和政府执法事务。

仲挺 律师

仲律师专长各类跨境并购、外商直接投资、合资经营、公司重组等公司类法
律服务。他在为保险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交易及监管法律服务方
面亦拥有超过十三年的工作经验。在加入方达之前，仲律师在多家领先的国
际律师事务所工作。仲律师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连续被《亚太法
律500强》杂志评为公司与并购业务领域的“新生代律师”。2019年他还被
《亚洲法律》杂志评为中国“十五佳律师新星”。

汪灵罡 律师

汪律师专注金融监管、外汇产品、基金产品与合规、反洗钱 / 制裁和商事仲裁。
在加入方达之前，汪律师先后担任数家欧美国际知名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
中国区合规总监，在处理各种金融合规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汪律师是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被当事人选定或经秘书处指定，仲裁
过多起跨境投融资及资产管理争议。此外，他还是国际认证反洗钱专家
（CAMS）。

王辉 律师

王律师专注金融监管与合规、资产管理、并购和一般公司事务等，代表多家
国际金融机构设立或投资中国主体，为资产管理机构和自营交易机构提供有
关中国金融市场的法律服务。在加入方达之前，王律师在另一家知名中国律
师事务所工作，从事资产管理与并购业务。此外，王律师曾在中国银行总行
工作。

林彦华 律师

林律师在涉及金融及资产管理的法院诉讼、仲裁、行政调查等领域具有丰富
经验，曾多次代表客户处理国内法院程序、知名国内国际仲裁机构以及相关
政府部门行政程序的案件，林律师曾在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拥有中国及
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及香港普通法硕士学位。

破产与重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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