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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和衡
ABOUT DHH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是1993年创立的中国早期合伙制
律所德衡律师集团在北京创建的总部机构。成立以来，事务所
秉持"专业、专心、专才、专注”的服务理念,以客户需求为核
心，坚持专业分工和团队协作，依托先进的管理经验，已发展
成为中国具有规模性的综合商务型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在中
国各主要省份地区以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数十家机构拥有千
余名执业律师。
       北京 德和衡律师 事务所拥 有一支专业的律师人才队伍，
事务所律师均拥有国内外知名院校专业教育背景及职业培训
经历。此外，多名律师同时具有外国律师执业资格以及注册会
计师、税务师、经济师、专利代理人等专业资格，助力客户应对
日益复杂的商业挑战。我们致力于作为品牌律所，用精英律
师，以国际化视野，发挥本地优势，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专业、优
质、高效的全方位商事法律服务。
 

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

         德 和衡律师事务所主 导的国际 律所联 盟，全球 精品律所
联盟Elite Global Legal Alliance（EGLA） ，  是世界上唯一的中

国律师主导的国际律所联盟。
         E G L A 拥有 82 家成员律所，覆盖中国、韩国、吉尔吉斯斯
坦、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等 19 个国家及中国大陆
各省及港澳台地区，成员律师超过 9000 名。致力于成为全球
最大的、由独立律所构成的协作平台之一，以提供高品质、低
成本、跨地域及国家的法律服务为使命及目标。EGLA 全球化
战略逐步展开，正向着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专业化、标准化、
国际化法律服务的“全球法律服务供应商”的目标不断迈进。

国际律所联盟（SCG）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作为唯一中国成员加入了国际律所联
盟，State Capital Group (SCG)。
        SCG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每个州首府均有成员所的律所联
盟，2015年被钱伯斯评选为美国顶级律所联盟。目前SCG共有
149家成员律所，遍布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亚太地区、欧洲、中东和非洲的82个国家，共计11000余名
律师。相对于其他律所联盟和律所联合方式，SCG一方面对成
员律所的加入采取更为严格的筛选程序和质量控制，从而保
证了成员律所的服务保持国际行业领先水准；另一方面，SCG
的成员律所在密切合作的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相互的独立性。
       

品牌律所，精英律师

国际化视野,世界化格局

全 球 服 务 网 络
GLOBAL SERVICE NETWORK

悉  尼

新加坡

首  尔
东  京

香  港

莫斯科

圣彼得堡

柏  林
多伦多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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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办公室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紫薇路8 
号律政服务大楼 23 层
电话： +86-731-85415808
福州 办公室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
路 318 号鼓楼科技大厦 14 层
电话： +86-591-83730096
佛山 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桂澜路4号中盛国际 23A 层
电话：+86-757-86263299
   西 南
成都 办公室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
街 69 号新希望国际B座 818
电话：  +86-28-61993360
重庆 办公室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桂花支路 10 号
成大锦嘉国际大厦 14 层
电话：  +86-23-86813888
   西 北
西安 办公室( 筹)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
路 113 号永宁国际 12 层
电话： +86-29-87541011/12
乌鲁木齐 办公室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
路上海大厦B 座 10 层
电话： +86-991-2333795
呼和浩特 办公室
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
路 51 号金隅环球中心C 座 15 层
电话：+86-471-6371661

银行、保险与融资业务中心

基金、信托与资管业务中心

证券业务中心

公司业务中心

政府、环保与税法业务中心

互联网与TMT业务中心

知识产权业务中心

国际贸易业务中心

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

房地建工业务中心

刑事业务中心

争议解决业务中心

12大业务中心
�� BUSINESS CENTERS 



关于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
ABOUT CROSS BORDER INVESTMENT AND M&A PRACTICE CENTER

        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由美、英、德、韩、日、俄、法等国留
学归来和曾在国际律所执业的涉外法律服务经验丰富的律师
组成，秉承“专业专心、专才专注”的服务理念，从专业化和国
际化角度为国内企业“走出去”以及境外企业来华投资经商提
供各项法律服务。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律师具有中、俄、美、
英、韩、德、法等多国律师执照，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德语、韩
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为客户提供多地区、多法域的
全流程法律服务。

      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汇集了跨境投融资、竞争法、国际
商事争议解决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依托全球知名律师联盟
SCG和EGLA，通过与多家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了一站式法律解决方案。跨境投
资并购业务中心的突出表现，为律所赢得了包括钱伯斯、
ALB、商法、THE LAWYER等在内的多家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的
优秀评价。
        

www.dehe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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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投资并购

东道国法律环境研究
尽职调查法律服务
交易架构设计
行业监管政策研究
交易协议文件起草与谈判
中国政府境外投资备案与审批
东道国政府审批
交割法律服务
项目投后运营法律支持

起草、审核、修改公司运营的网站、
应用程序上的相关等协议（双语）
起草、审核、修改公司与合作相对
方之间的有关数据传输、数据授
权、数据处理等相关协议（双语）
为公司的数据商业合作以及数据
资产交易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 跨境数据合规及数 
     据资产交易            

交易架构设计
海外架构搭建
法律尽职调查
交易文件起草和谈判
税务筹划
协助交割及交割后法律
服务

�.美元基金投融资

为外资私募管理人登记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外资基金的募集和备
案提供一条龙法律服务
为外资私募股权的投资
提供整套法律服务

�.外资基金的设立
    和运营

服务范围
SERVICE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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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反垄断行政调查
经营者集中申报
反垄断合规
反垄断民事诉讼
反垄断行政诉讼
并购前反垄断咨询
标准必要专利

跨国诉讼
跨国仲裁
法院判决、仲裁裁
决的承认和执行

�.竞争法

尽职调查
交易架构设计
项目合同及融资合同
草拟、审查和/或谈判
融资架构设计
税务、保险筹划
就专项问题提供解决
意见

�.跨境能源与工程 �.国际商事争议
    解决            

外资准入相关法律
服务
在华外资企业/项目
日常法律服务

�.外商直接投资

服务范围
SERVICE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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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我们的团队
 OUR TEAM

涉台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委员会主任
中国大陆执业律师             上海东方调解中心调解员
中国台湾地区执业律师      台湾中华仲裁协会仲裁员     

竞争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竞争法和争议解决
北京市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蔡步青
 +��  ��� ���� ���� (中国大陆)
 +���  ��� - ��� ��� (中国台湾)
 caibuqing@deheng.com

任力
+��  ��� ���� ����   
renli@deheng.com

跨境能源与基础设施投资及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
跨境投资并购、国际工程
国际贸易、海外合规、跨境争议解决

刘学选
+��  ���  ����  ���� 
liuxuexuan@deheng.com

日韩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主任
外商投资、M&A、公司整顿、企业结构调整、PF、NPL
司法部全国涉外律师人才

金光协
+��  ��� ���� ����   
kimkh@deheng.com

国际仲裁与调解专业委员会主任
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法律行业分会会长
司法部涉外律师千人名单律师

刘克江
+��  ��� ���� ���� 
liukejiang@deheng.com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高级合伙人
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总监
中国及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上海律协国际投资委员会委员

《钱伯斯亚太榜单》公司/商事上榜律师

姚约茜 
+��  ��� ���� ���� 
yaoyuexi@deheng.com

涉俄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俄园区法律服务、中俄投资法律服务

成焘
+��  ��� ���� ����   
chengtao@deheng.com

北美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执业律师 
加利福尼亚州执业律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梅良
+��  ���  ����  ����
meiliang@deheng.com

外商直接投资委员会主任
外商直接投资
跨境并购及私募股权融资与风险投资

钱秋华
+ ��  ��� ���� ����
qianqiuhua@deheng.com

一带一路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主任
深圳市律师协会证券期货基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一带一路国际律师联盟 创始人
国际律师交流培训中心（香港） 创始人
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 副秘书长

唐志峰
+��  ��� ���� ���� 
tangzhifeng@de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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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专委会
THE NINE SPECIAL COMMITTEES

�
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国际仲裁与调解专业委员会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OMMITTEE

国际商事仲裁
境外裁决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务谈判
国际贸易纠纷解决
跨境诉讼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专
业委员会秉承专业化和国
际化的理念，致力于打造一
支专业精干的国际商事争
议解决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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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专委会
THE NINE SPECIAL COMMITTEES

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竞争法专业委员会
COMPETITION LAW COMMITTEE

垄断协议的风险咨询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咨询
反垄断培训
反垄断政府调查危机
举报竞争者垄断行为
代理抗辩
代理申报
 并购前反垄断咨询

就竞争者的集中行为（并购）向中
国主管机关提出反对或质疑等
就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提供可行
性分析
反垄断民事诉讼或行政案件代理
提供监督受托人、剥离受托人服务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竞争法专业委员会的律
师熟谙中国反垄断法的执
法环境，具有精深的理论功
底，能 将 其 拥 有 的 专 业 技
能、行业知识、国际化视野
结合中国的法律环境，为客
户提供有效可行的解决方
案。

跨境能源与基础设施投资及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 
CROSS BORDER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COMMITTEE

跨境并购
项目尽职调查 
项目政府审批
核准和备案
交易架构与方案
股权购买协议等协议与文件
项目交割
项目运营
跨境绿地投资
法律环境尽职调查 
项目政府核准、备案和报告
项目投资架构与投标文件
项目融资方案和融资协议
项目股东协议和投资协议等
项目EPC协议与购售电协议
跨境项目工程与建设
项目投标与投标文件
联合体协议与标前协议
保函申请与开具
EPC 协议谈判与签署
工期与费用索赔

分包、采购与招标
竣工与结算
保险索赔
设备供应合同
燃料供应合同
土地购买/租赁合同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合同起草与谈判
海关监管
国际支付与结算
国际物流与运输等法律事务
海外合规与跨境争议解决
投资合同诉讼与仲裁
境外裁决承认与执行
保函争议与保函止付
反腐败调查与合规监管
监管争议与政府调查
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
等跨境争议解决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聚焦跨境能源及基础设
施投资及工程建设，提供涉
及 跨 境 投 资 并 购 、国 际 工
程、国际贸易、海外合规、跨
境争议解决等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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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专委会
THE NINE SPECIAL COMMITTEES

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日韩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JAPAN AND KOREA INVESTMENT, ACQUISI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日韩投资并购
投资并购项目的法律可行性分析
投资并购合规性审查及尽职调查
投资并购交易结构设计、税务筹划等
投资并购合同的起草、审查及商务谈判
投资并购标的公司的章程设计
投资并购相关的争议解决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该专委会在外商投资、
股权投资、融资并购、破产
重整、项目融资、税务筹划、
投资与并购争议解决等业
务领域，以全国分所及韩国
首尔代表处、日本东京代表
处为联接，可提供最成熟的
法律服务产品和规范的法
律服务。

涉俄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RUSSIA-RELATED INVESTMENT MERGER AND DISPUTE RESOLU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中俄园区法律服务
中俄投资法律服务（跨境并购、股权投资等）
涉俄争议解决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涉俄投资并购与争议解
决专业委员会致力于向客
户提供中俄投资并购以及
涉俄争议解决的优质法律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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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专委会
THE NINE SPECIAL COMMITTEES

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一带一路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 M & A AND DISPUTE RESOLU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一带一路投资并购与争
议解决专业委员会立足于
集团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战
略部署，利用前海联营所的
港澳资源及作为EGLA联盟
总部的网络资源，推出特色
的法律产品以服务大湾区
及一带一路地区的客户。

港澳业务
设立香港或澳门公司
香港或澳门公司的收购及尽职调查
澳门博彩业
香港及澳门证券业务
香港及离岸基金
香港诉讼或仲裁
中国内地居民涉港澳婚姻家事及财
富管理
香港及澳门公证
大湾区业务
自贸区政策咨询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股权投资
跨境人民币贷款
前海金融及知识产权法庭诉讼
大湾区涉外诉讼及仲裁
香港/澳门与内地判决的认可
和执行
一带一路业务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
海外基金
中国产业园
境外法律查明法律意见书
国际公证
国际仲裁

北美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NORTH AMERICAN INVESTMENT, M&A AND 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北美投资并购与争议解
决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中
国与北美国家之间的投资
并购、跨境交易、商事争议
解决以及海外经营合规的
相关业务。

跨境贸易服务
针对中国与北美国家之间的跨境贸
易，提供包括市场及法律环境调研、
交易对象尽职调查、法律文件拟定/
审查/翻译、商务谈判及风险把控、
签约以及履行等全程法律服务
跨境投资服务
针对中国与北美国家之间的跨境投
资，提供包括项目前期尽调、交易架
构设计、交易协议拟定/审查/翻译、
商务谈判及风险把控、交割、主管机
构投资相关审查/备案（如ODI备案、
CFIUS审查等）、资金出境等全程法
律服务
进出口监管合规
为中国与北美国家之间的货物、技

术、软件、服务跨境流动，提供进出
口合规方面的法律服务，包括企业
内部的合规管理建设、许可证申请

（如客户需要申请美国《出口管制条
例》下的许可证）以及协助应对出口
监管调查/执法等
海外经营合规
为中国企业在北美国家的经营，提
供当地法律的基础咨询服务，包括
反贿赂、反洗钱、数据保护、知识产
权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等法律问题
贸易投资争端解决
就前述跨境贸易、跨境投资、合规管
理中出现的纠纷，提供多种争端解
决服务，包括调解、仲裁、诉讼及仲
裁裁决/法院判决的执行



www.deheheng.com

九大专委会
THE NINE SPECIAL COMMITTEES

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外商直接投资委员会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MITTEE

外资准入
外商投资产业准入政策咨询和地
域选择
寻找中国国内的业务合作方
投资结构设计、起草项目所涉交
易文件、参与商业谈判
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联络所涉
备案、审批等事项
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代
表处、地区性总部等实体
协助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在华外资企业/项目日常
法律服务
企业增减资、高管变更、举行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变更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等公司内部事务
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等咨询
外汇管制咨询
税务筹划
知识产权保护
产品、技术进出口及海关监管咨询
外资企业再投资
外资企业合并、分立、重组、解散、
清算等法律事务
外国企业在中国各类纠纷解决

法律服务产品：专委会概述:

     我所的外商直接投资法
律服务团队执业经验丰富，
为诸多世界五百强企业、知
名跨国公司、投资基金、中
小企业等的在华业务提供
法律服务，在一些合资交易
中为中国公司提供服务。凭
借领域内丰富的经验，我团
队为众多外商投资项目提
供了专业、优质的全方位法
律服务，致力于为投资各个
阶段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最
佳的解决方案。

涉台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委员会 
TAIWAN RELATED INVESTMENT, M&A, AND 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投资业务
涉台投资法令咨询
投资规划
设立投资结构
资金规划
合同文件制作、审查
及谈判
日 常 经 营 行 为 合 规
性审查
其他投资业务

法律服务产品：

争议解决业务
投资争议救济
反倾销、反垄断救济
知识产权争议
个人资料保护争议
消费者保护争议
产品责任争议
民事、刑事、行政诉讼
仲裁
调解

并购业务
涉台并购法令咨询
并购规划
股权转让
尽职调查
合同文件制作、审
查及谈判
其他并购业务

专委会概述:

     涉台投资并购与争议解
决委员会主要负责两岸涉
台的投资业务，并购业务、
及争议解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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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业绩
REPRESENTATIVE  CASES

北京陇悦矿业有限公司与Dharala Auto Industry、
REHMAN AUTO INDUSTRY、Aasa Automobile Compa-
ny、Super Asia (Pvt) limite国际贸易纠纷
青岛某客户与外国公司在英国伦敦谷物与饲料贸易协会

（GAFTA）仲裁案
国有平台公司与知名台湾企业租赁合同纠纷CIETAC仲
裁案
青岛某生态牧业公司与乌拉圭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纠纷CIETAC仲裁案
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也门农业与发展合作银行
信用证议付纠纷
法国Cobra Europe SA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执行HKIAC
仲裁裁决案
KING FORTURE HK LIMITED在SCC仲裁案件
YOTA DEVICES LTD.在CIETAC仲裁案件
代理多起国际棉花协会（ICA）仲裁裁决在国内的承认与
执行案件
代理泰国Von Bundit有限公司取得的新加坡商品交易所
仲裁院的裁决结果在国内成功申请执行程序

代理宁夏天元锰业集团为其与CAT FINANCIAL的境外设
备采购及跨境融资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代理赛轮集团为其与美国COOPER公司在越南成立合资

代理上海意略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在新加坡收购目
标公司51%以上控股权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代理韩国CJ集团文化产业并购项目
代理鲁商集团在美国收购具有上百年历史和五十多家连
锁店的百货商店
代表青岛机械工业总公司收购德国KW公司项目提供全
程法律服务
代理委托人莱芜钢铁集团远赴越南购买铁矿厂的涉外并
购案
代理洛阳嘉禾置业有限公司收购加拿大农场的并购项目
代 理 鲁 泰 纺 织 为 其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收 购 P T. M E T R O 
GARMIN公司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代理汉缆股份为其在英国收购一家电缆生产企业的项目
提供方案设计及法律咨询服务
代理徐诺药业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贝森资本控股公司合
并全程法律服务
代理河南御翔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收购美国好时所持
有的金丝猴品牌及全部资产
为广田集团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华铭园”莫斯科中国贸易
中心工程分包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为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俄罗斯投资与技术合作项目提
供全面法律服务
中国某上市公司在莫斯科建设产业园区全程项目法律顾
问
中国某上市公司在俄罗斯6亿美元直接投资案件
为海螺水泥在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水泥厂投资项
目提供跨国法律服务

代理瑞士ROMAY收购其在华合营企业的中资股权
代理芬兰Detection Technology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代表美国朗讯科技公司在华设立合资项目提供全程法律
服务
代理瑞典SKF集团在华投资常年法律服务

�.跨境商事争议解决

�.跨境投融资项目

�.跨境并购

�.外商投资法律服务

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公司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代理凯泰资本为其领投Worktile的B+轮美元基金投资项
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山东海运联盟香港公司英国钻井平台合资公司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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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某省公安厅委托，承办某中国红通被告人滞美财产追
赃案（首例中国律所受托承办此类案件）

代表业绩
REPRESENTATIVE  CASES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某国有能源企业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案
国家工商总局调查某欧盟包装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国家工商总局内部调查某欧盟公司滥用知识产权案
商务部就某中国公司未依法申报调查案
某互联网公司举报竞争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国家发改委调查某欧盟公司串通涨价案
中国船舶集团公司获得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和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股权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沃尔玛收购某一号店经营者集中申报案（附条件批准）
俄罗斯某乌拉尔钾肥公司收购谢尔维尼特钾肥公司经营
者集中申报案（附条件批准）
MRC 收购英国 Lucite 公司经营者集中申报案（附条件批
准）
通用电气与国家电网设立融资租赁合营企业经营者集中
申报案
乔治.费舍尔公司收购凌云公司股权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乔治.费舍尔公司收购京燃公司股权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麦格纳公司与广汽集团在广州设立合营企业经营者集中
申报案
麦格纳公司收购重庆星乔实业有限公司股权以及重庆星
驰实业有限公司和现代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卡斯马汽车系
统（重庆）有限公司股权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麦格纳公司与广汽集团在长沙设立合营企业经营者集中
申报案
雷纳特集团（Renco Group）收购阿文美驰（ArvinMeri-
tor）汽车车身业务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诺基亚西门子公司收购摩托罗拉无线业务经营者集中申
报案
英特尔收购德州仪器电缆调制解调器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英特尔收购英飞凌无线解决方案业务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ON收购三洋半导体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高通收购创锐讯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竞争法业务

�.海外反腐败及资产追讨

代理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土耳其、
南非、新西兰、埃及、秘鲁、俄罗斯、阿根廷、韩国等国家和
地区对我国发动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件，涉及产品有
草甘膦、铝型材、PVA、轮胎、油井管、冷轧钢板、硅锰铁、柠
檬酸、六偏磷酸钠、卧室家具、桃罐头等，为应诉企业多次
争取到零税率及单独税率
青岛云路美国337商业秘密调查案

�.贸易救济案件

专业专心  专才专注 

微软收购Skype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陶氏化学和三井设立合资企业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陶氏化学与阿克萨阿克瑞利克成立合资企业经营者集中
申报案
中海石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司收购宁波利万聚酯材料
有限公司股权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陕西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山东钢铁收购塞拉利昂铁矿股权经营者集中申报案
代理境内25家会计师事务所涉嫌垄断协议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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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荣誉
THE  AWARDS  OF  DHH

亚太律所规模50强
中国十佳成长律所
并购排名值得关注的中国大陆律所
年度北京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最具潜力律师事务所大奖
2015-2018年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
2018-2019年度建筑与基础设施卓越律所大奖
2018-2019年度税务卓越律所大奖
专利诉讼维权能力突出的法律服务机构
2017年度中国著作权诉讼代理机构TOP10
中国国内律所30强
全球律所亚太律师人数榜
亚太律所规模50强

《美国律师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北京市律协
《商法》
《商法》

朝阳区知识产权局
知产力、IPRdaily

《亚洲法律杂志》
《美国律师杂志》
《美国律师杂志》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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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荣誉
THE  AWARDS  OF  DHH

全球律所100强
中国十佳成长律所
并购领域值得关注的中国大陆内律所
2017-2018年度“娱乐及体育产业”卓越律所大奖
荣登2018中国知识产权“专利类”排行榜
2014-2016年创收增长最快律所
中国总创收排名前30名律所
2016-2017年度“保险与再保险”卓越律所大奖
亚太地区律所100强律所
国内发展最快十强律所
2017中国最佳成长律所
全球律所100强
2016年度中国律所创收30强
2017年度亚太律所50强
2017年中国国内律所30强
亚太律所150强
中国律所国际化服务能力20强
2016年度亚洲50大律所
2016年度中国国内律所30强
2015年“年度最佳北京律师事务所”提名
2015年“年度最佳知识产权律所”提名
2015年“年度最佳诉讼律所”提名
亚太律所100强
2014年“年度北京律师所大奖”提名
亚洲规模律所50强
中国内地律所25强

《美国律师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商法》
《亚洲法律杂志》
《英国律师杂志》
《英国律师杂志》
《商法》
《英国律师杂志》
《英国律师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美国律师杂志》
《英国律师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英国律师杂志》

凤凰国际智库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英国律师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杂志》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5
2015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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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东
上海 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
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62 层
上海市清东新区陆家嘴东园路18
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15层
电话： +86-21-68867188
            +86-21-61681600
青岛 办公室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2号海
航万邦中心1 号楼 10 层、34层
电话： +86-532-83896512
济南 办公室
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
街 102 号香格里拉写字楼5层
电话： +86-531-80671888
南京 办公室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紫东路
1 号紫东国际创意园 A1 栋3层
电话： + 86-25-68756868
杭州 办公室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通和路 
68 号中财大厦 12 层
电话： +86-571-85212518
苏州 办公室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 
3355 号花锦汇邻中心3 层
电话：+86-512-69356660
   东 北
哈尔滨办公室
地址: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轩
辕路 16 号
电话 : +86-451-82368688
   华 北
天津 办公室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5号北方

金融大厦 13 层
电话： +86-22-81800001
石家庄 办公室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
北大街 44 号瀚科大厦9层
电话： +86-311-66189528
邯郸 办公室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和平路 396 号
财富大厦C座 14 层
电话： +86-310-5501099
郑州 办公室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49号
绿地原盛国际1号楼A座20层
电话： +86-371-86555580
太原 办公室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
街 368 号水工大厦 15 层
电话： +86-351-2022113
   华 南
深圳 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
太平金融大厦 23 层
电话： +86-755-33209369
广州 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7 号
广晟国际大厦7 层
电话： +86-20-83377177
海口 办公室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
道5 号海南大厦主楼 10 层、 11 层
电话： +86-898-68537591
武汉 办公室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
道 142 号湘商大厦8 层
电话： +86-27-59721111

长沙 办公室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紫薇路8 
号律政服务大楼 23 层
电话： +86-731-85415808
福州 办公室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
路 318 号鼓楼科技大厦 14 层
电话： +86-591-83730096
佛山 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桂澜路4号中盛国际 23A 层
电话：+86-757-86263299
   西 南
成都 办公室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
街 69 号新希望国际B座 818
电话：  +86-28-61993360
重庆 办公室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桂花支路 10 号
成大锦嘉国际大厦 14 层
电话：  +86-23-86813888
   西 北
西安 办公室( 筹)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
路 113 号永宁国际 12 层
电话： +86-29-87541011/12
乌鲁木齐 办公室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
路上海大厦B 座 10 层
电话： +86-991-2333795
呼和浩特 办公室
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
路 51 号金隅环球中心C 座 15 层
电话：+86-471-6371661

   总 部
北京 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2 号北京银泰中心C C 座 11 、 12 层
电话：+86-10-85534166
           +86-10-85407666



www.deheheng.com

   香 港
香港 办公室
地址：中国· 香港湾仔港湾道1号会
展中心办公楼 26 层 2611
电话： +852-24462188
   美 国
华盛顿 办公室
地址： 1300 Pennsylvania Ave NW, 
Suite 700, Washington D.C.
20004, U.S.A.
电话： +1-202-2043077
西雅图 办公室 ( 筹) 
地址：1001  4th Ave #3200, Seattle, 
WA 98154, U.S.A.
电话： +1-206- 6822788
   加拿大
多伦多 办公室
地址： Suite 5700 First Canadian 
Place, 100 King Street  West, 
Toronto, ON M5X 1C7, Canada
电话： +1-416-9132290
   俄罗斯
莫斯科 办公室
地址： Room 12,  27/F, Federation 
Tower, Presnenskaya
N a b e r e z h n a y a , 1 2 , M o s c o w , 
Russia, 123100 

3/F, Business Park, “Greenwood”, 
Building N17,  72km MKAD,  
Putilkovo, Krasnogorskiy District, 
Moscow, Russia  143441
电话：+7-499-6438311
           +7-495-9892558
圣彼得堡 办公室
地址：1\F, Russian-Chinese
Business   Park, Pavilion No.6, 
Bolshoi ProspectV.o.d.103, 
St.Petersburg,  Russia 199106
电话：+7-812-3212683
   台 湾
台北 办公室
地址： 中国· 台湾台北市 10685 大
安区仁爱路4 段 25 号C座2层
电话： +886-2-27760995
   澳大利亚
悉尼 办公室
地址： 8/F, No. 109 Pitt Street,  
Sydney, NSW, Australia
电话： +61-2-80418513
   韩 国
首尔 办公室
地址：29/F, Parnas Tower, No. 521 
Taeheran-ro, Gangnam-gu,  Seoul 
06164,  Korea

电话： +82-2-2097-8308
   新加坡
新加坡 办公室
地址： #20-07,  Regus One Raffles 
Place Tower 2, No. 1 Raffles Place, 
Singapore 048616
电话： +65-68085865
   英 国
伦敦 办公室
地址： Deheng, C/O Mayfair Legal,  
2nd Floor,  Berkeley Square
House,  Berkeley Square, London 
W1J  6BD,  England
电话： +44-20-30054854
   德 国
柏林 办公室
地址： Lutherstrasse 18, 12167 
Berlin , Germany
电话： +49-30-81820030
   日 本
东京办公室
地址：Tokyo Ark Hill,12/F Ark Mori 
Building,1-12-32,Akasaka,Mina-
to-ku,Tokyo,107-6012,Japan
电话：+81-03-4360-9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