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以其在2015年出口价值高达 

的货物成为欧盟最大的供货方

三千五百零四亿欧元

高盖茨中国业务:投资欧洲

总体来说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欧盟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目前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往来每日超过10亿欧元。

在欧洲拓展业务
诸多原因吸引着中国公司在欧洲拓展业 
务，包括：

•   知识产权（专利、许可，研发）

•  欧洲批发销售网络

•  零售网络

•  客户服务基础

•  纵向整合

•  品牌发展

高盖茨和客户
•   高盖茨中国团队了解您的需求。 我

们了解现代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 
面对的压力和挑战，我们也了解中国
公司开发欧洲市场的特殊需求。

•   我们的欧洲团队拥有近300名律师，
分布在欧洲主要城市，在各个业务领
域均有丰富的经验，能协助国际公司
在诸多市场领域投资欧洲。

•   我们使您的工作更为轻松。我们向
您提供高效高质的策略及法律咨询，
使您能够把精力放在公司的管理和发
展上。我们针对公司的需求，提供
最好的服务，包括保护您的商业及法
律利益。

欧洲业务所涉主要行业
•   汽车制造业

•   机械业

•   绿色科技

•   科技、媒体和通信

•   交通、物流和基础设施建设

•   水和废物管理

•   纸制品和包装业

•   国防业

•   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化工

•   不动产和私人主动融资项目

•   酒店行业

•   矿业

•   私募基金

•   金融机构

高盖茨在欧洲
在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这些机遇的同时, 公
司面临各种挑战。 为协助客户应对这些
挑战，我们在欧洲的律师与亚洲办公室的
律师组成的专业法律团队通力合作，在公
司、贸易、知识产权、不动产、诉讼、政
策、监管及政府等业务上为客户提供独特
的跨国法律服务。这样的资源整合使我们
能够为客户在国内及跨国法律事务上提供
专业、精准和多方位的专业服务。

高盖茨律师事务所在欧洲办公室及亚太地
区办公室的律师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处理
国内及国际法律业务，并经常协助客户进
行欧洲、中东、亚洲、美国以及南美洲之
间的跨国交易。



高盖茨在欧洲的主要业务 

公司法

我们的公司法律团队处理国际和欧洲本土
业务，在并购、私募、跨国合资和复杂的
公司重组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

我们的客户包括亚洲客户、其他国际绩优
客户、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 投资银
行、私募和风险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国际
和欧洲本土各个领域的客户。 典型的业
务包括： 

•   私有公司的跨国和国内并购及剥离，
包括在拍卖阶段向卖方和买方提供
法律意见

•   跨国合资

•   证券法和收购上市公司

•   并购资不抵债企业

•   杠杆收购 (LBOs)，包括管理层收购
(MBOs)，管理层换购 (MBIs)，资本重
组和上市公司私有化交易

•   公司治理(融资合规、董事责任)

•   股东权利(包括小股东权利)

•   保险

•   竞争

•   公司调查

•   争端解决

劳动法和员工聘用

我们的专家提供个人劳动法及集体劳动
法、养老金、公司重组和员工利益方面的
法律咨询。我们向客户提供国际和国内法
律服务，客户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雇
主、跨国集团以及小型公司。

反垄断，竞争和贸易法

我们欧洲的竞争法团队就欧盟以及国内竞
争法的规定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并在各
欧盟竞争法执法机关面前代表客户利益。
我们活跃于欧盟层面同时也活跃于各欧盟
成员国竞争法的执法机关。我们也在欧洲
以及各成员国法院出庭，这在竞争法执行
和竞争法法理学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显著作
用。高盖茨欧洲的竞争法团队是高盖茨
全球反垄断，竞争以及贸易法团对的一部
分。因此，我们不仅针对欧洲，也针对全
球提供法律服务。 

近期代表案例
我们的律师近期代表过:

•   一家行业龙头中国国有轴承制造企业
对一家德国轴承制造企业的股权收购

•   一家中国太阳能投资企业就其欧洲知
识产权的转让和登记

•   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对一家德国机械工
具制造企业的资产收购

•   一家中国国有大宗货品交易公司对其
在德国的子公司进行清算

银行与融资

我们对各种借贷和股权融资、资产融资、
国际和国内项目融资交易提供一体化的法
律服务。无论是在欧洲境内还是国际市
场，我们的团队为公司、投资方和融资机
构提供融资交易的多方位的法律服务。

税法

对于欧洲及国际公司、投资者和基金，我
们针对其跨境交易、合资企业、投资、
重组、融资和再融资交易的优化以及就
有关欧洲及国际税法的现有问题提供法
律咨询。

不动产

我们的不动产团队处理各种投资业务，包
括重组和资产融资，以国际和国内再融资
业务为重点。我们的业务还包括项目开
发、基础设施项目和融资等方面。

知识产权——著作权、专利、商标

我们的团队就专利、著作权、商标权、设
计保护和实用专利提供法律咨询。

通信、媒体和科技

我们的业务包括三大领域：通信，侧重监
管事宜和运营协议；媒体，包括媒体监
管、电视及收音机广播、管理团体、电影
制作及融资、游戏和音乐相关权利；以及
科技，包括IT和外包、网络和电子商务、
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

欧洲，以其独特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吸引着中国公司 



•   一家德国IT外包公司在中国建立商
业模式

•   一家台湾制鞋企业与德国鞋业零售
商合作

•   一家行业龙头全球性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在中国建立发展一家新的零部件生
产合资企业

•   一家中国纺织品制造企业收购一家香
港/德国的纺织品公司

•   协助德国的科技公司处理香港投资者
对该科技公司的少数投资

•   一家在矿业活跃的意大利集团建立与
一家中国国有贸易企业商业往来

•   一家总部位于意大利都灵的设计、 
建模、工程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   一家主要意大利汽车业公司与一家中
国公司协商并签订战略商业协议

•   一家在旅游行业的龙头IT公司在中国
设立运营机构

•   一家中国主要电讯公司在英国处理多
项争议解决事宜

•   一家中国主要银行根据英国法分别向
越南、斯里兰卡以及柬埔寨的政府部
门以及机构提供贷款

•   一家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伦敦创业
板（AIM）上市发行证券

•   一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
业集团收购位于波尔多地区15公顷法
国葡萄园和酿酒厂的业务

•   协助行业领先的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对
一家法国航空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   协助行业领先的中国电信公司处理法
律合规问题。

•   协助中国投资基金开源控股有限公司
（于香港证交所上市）收购位于香榭
丽舍的巴黎万豪酒店。

•   协助位于香港的投资公司洽谈收购一
家知名意大利跑车制造商。

•   行业领先的中国国有基建集团——代
表财团领导（该财团建设A2高速公路
特定部分）解决与国库（国家公路和
高速公路总干事为代表）之间的巨大
法庭纠纷（索赔价值3千万欧元）。

•   成功代表行业领先的中国国有铁路隧
道集团解决与分包商和供应商之间的
各类法庭纠纷。

•   中国公司财团——代表其与波兰政府
就建筑工程合同进行磋商（磋商价值
1.52亿欧元）。

•   行业领先的中国电力设备公司——代
表其就公共采购程序在国家上诉法庭
执行上诉程序。

•   行业领先的中国能源基建公司——协
助其为公共采购招标编制投标书

高盖茨的主要优势
•   流利的中文、德语、英语、法语、 

意大利语以及波兰语

•   设有专业的中国业务部，引导跨国
交易

•   律师具有丰富的国际交易经验，并有
各种专家为交易提供支持

•   广泛的中国网络，在北京、香港、 
上海和台北均设有办公室

•   通过在欧洲、美洲、中东 、亚洲以
及澳洲的工作网络将国际业务一体化
并进行资源整合

•   在交易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有合伙人
参与

•   高效并且能够从商业角度提供意见

•   业务领域广泛，包括通信、媒 体、
科技、汽车、包装、交通、运输、 
生命科学、国防、石油天然气， 
石油化工，矿业及其他领域

意大利 

Francesco Peruffo

+39.2.3030.291

francesco.peruffo@klgates.com

波兰 

Joanna Lagowska

+48.22.653.4264

joanna.lagowska@klgates.com

英国 

Martin Lane

+44.20.7360.8117

martin.lane@klgates.com

比利时

Patrice Corbiau

+32.(0)2.336.1902

Patrice.Corbiau@klgates.com

法国 

Olivia Lê Horovitz

+33.1.58.44.15.27    

olivia.lehorovitz@klgates.com

德国 

Volker Gattringer, 葛福楷

+49.69.945.196.280

volker.gattringer@klgates.com

如您需要了解本所更多的中德业务信息，请通过我所官方网站: klg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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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盖茨律师事务所在全球共有约2000名律师, 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各个办公室, 并实行全球一体化管理。高盖茨律

师事务所的客户包括大型跨国公司, 也包括成长型和中型公司、企业家、资本市场参与者和创业者。我们代表各个

行业的客户, 包括公共部门、教育机构、慈善机构和个人。如需了解更多关于高盖茨业务、各分所以及注册的信息,

请访问 www.klg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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