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盖茨律师事务所--中德业务投资德国

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以其独特的贸易和投

资机会吸引着中国公司。德国是继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也是世

界上最大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国之一。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总量超过

了中国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贸易总量之和。

在德国开展业务
诸多原因吸引着中国公司在德国开展业
务，包括：

•   知识产权（专利、许可，研发）

•   欧洲批发销售网络

•   欧洲最大的市场，发展欧洲业 务的
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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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的压力和复杂挑战，我 们也了
解中国公司希望开发德 国市场的特
殊需求。

•   我们的德国团队在各个业务领域 均
有丰富经验，协助国际公司在诸多市
场领域投资德国。

德国的主要法律业务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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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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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和国内各个领域的客户。 典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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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购上市公司

•   困境企业并购

•   跨国合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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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以其独特的贸
易和投资机会吸引着中国公司

•   我们使您的工作更为轻松。我们 高
效地向您提供最高质量的策 略及法
律咨询，便于您专注于公司的管理和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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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盖茨在德国
国际和国内资本化业务极具挑战。 为协
助客户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柏林、法兰
克福、慕尼黑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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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及政府相关业务上为客户提供
独特的跨国法律服务。该资源整合使我们
能够为客户在国内及跨国法律事务上提供
高度精深而兼具宽泛视角的专业咨询。高
盖茨律师事务所在柏林、法兰克福、慕尼
黑及东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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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常性地
协助客户进行欧洲、亚洲和美国之间的跨
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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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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旨在提供信息, 并不包含任何法律意见。未经事先咨询律师, 本文所含信息不应被用于任何具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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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我们为客户提供与企业融资、证券发行、
国际证券交易及证券或金融衍生工具有关
的法律服务。我们了解监管机关的要求并
与各相关机构密切合作，为发行人或保荐
人/承销商提供切实周到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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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国内、欧洲还是国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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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

我们对德国国内及国际的公司、投资者
和基金就优化跨境、合资企业、投资、重
组、融资和再融资及就有关德国及国际税
法的持续性的税收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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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助一家中国国有轴承制造企业收购
一家德国机械工具制造企业

•   协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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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一家德国IT外包公司在中国建立的
商业模式提供咨询

•   协助一家台湾制鞋企业与德国零售
商合作

•   协助一家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与一
家中国卡车制造企业设立合资企业

•   协助一家中国纺织企业收购一家在香
港/德国均设有公司实体的纺织企业

•   协助一家中国货物贸易公司解散其德
国子公司

•   协助一家德国科技公司处理香港投资
者对其的少数投资

高盖茨的主要优势
•   流利的中文、德文和英文

•   在法兰克福设有中国业务部，为跨国
交易提供国际领先的咨询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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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比利时、波兰、俄罗斯、美国、南美
洲、中东 和亚洲的工作网络将国际
业务 一体化并进行资源整合

•   交易各个阶段均有合伙人参与

•   高效并且能够从商业角度提供意 见

•   行业领域广泛，包括通信、媒 体、
科技、汽车、包装、交 通、旅行、
生命科学及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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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业务所涉主要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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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和废物管理服务

•  纸制品和包装

我所律师近期代表案例
•   协助一家中国制药集团收购一家瑞士

医疗产品企业

•   协助一家中国音响技术公司收购德国
一家音响技术公司50%的股份

•   协助一家中国企业收购一家德国煤
化工企业

•   协助一家德国物流企业在中国设立
子公司

•   协助一家中国国有轴承制造企业收购
一家德国轴承制造企业的全部股权

•   协助一家中国太阳能投资公司受让并
注册它在欧洲的知识产权

•   协助一家中国电视机制造企业在德国
设立子公司

如您需要了解本所更多的中德业务信息，请浏览我所主页 klgates.com。您也可以通过扫下列二维码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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