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慎国际律师事务所 



全球领先，全球服务
29个国家的40个办公室。

安德慎是一家杰出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和公司服务员工遍布澳大利亚和亚洲，全球
服务网络涵盖了29个国家的40个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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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客户

我们为众多全球杰出机构工作，包括55家全
球100强企业和75家澳大利亚100强企业。

我们向客户提供澳大利亚、亚洲和全球最为
杰出的律师和资源。客户对我们的商业性、
专业性、诚信和技能非常认可。

我们也因对复杂工作提供的创新性方案和
向客户提供的以市场为主导的解决方案获得
客户的褒奖。

	我们的荣誉得益于本所律师的专业服务
和我们与客户之间持久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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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业领域

	我们就以下领域提供结合商业见解
和专业技能的法律服务

 银行和金融服务	  生物科技和健康	  资本市场	  气候变化	  竞争法	  建筑法	 

 劳动事项	  能源	  环境和规划	  基金管理	  政府相关事项	  基础设施	 

 破产和重组	  保险和再保险	  知识产权	  诉讼和争议解决	  并购	  专利和商标	 

 私募股权项目	  融资	  地产	  资源	  税务	  技术	  传媒和通讯

 简介

 本所客户

 执业领域

 业务部门

 本所经验

 全球网络

 市场认可

 社区活动

 其他信息



 业务部门

	为贵司服务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业务部门如下：

 银行和金融服务	   政府相关事项	  工业事项	  基础设施和交通	 

 矿业	  石油和天然气	  电力和公共设施	  地产及技术	  传媒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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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L
• 就出售标的为11亿澳元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资产提供法律服务

Alinta
• 为债券受托人和代理就涉及债股转换的标
的为28亿澳元的Alinta Finance的重组提
供法律服务	

Archer Capital
• 就出售Bain Capital MYOB提供法律服务
• 就自CHAMP Ventures	收购Healthe Care 

Australia 100%权益提供法律服务

Arrium	(原为OneSteel)
• 就标的为9.32亿美元的战略收购和标的为
8.78亿澳元的资本募集提供法律服务

澳大利亚小麦局
• 就联合国石油换食品工作小组调查后的股
东集体诉讼提供法律服务

澳新银行
• 就标的为85亿澳元的澳太液化天然气项目
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 就Opes Prime和Primebroker Securities倒
闭的多个方面提供法律服务	

澳新银行-印度尼西亚
• 为澳新银行，就其作为9家银行组成的财团
的牵头安排行、帐簿管理人和代理提供法
律服务，该财团因对标的为6亿美元的涉及
澳大利亚、英国和印度尼西亚法律的跨境
交易的融资而组建

Bendigo和Adelaide银行
• 就有关Great Southern 倒闭的事项，包括	
为投资人集体诉讼提供法律服务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 就以34.7亿澳元收购Intoll集团提供法律
服务

Centro
• 为Centro Properties Group 的高级借款
人就Centro Retail Group	的复苏、重组
和集合提供法律服务。该项目是澳大利亚
迄今为止最大的公司重组，且包含了债股
转换交易

雪佛龙集团
• 就自中国石油购得中国川东北天然气项目
的49%的权益提供法律服务。该项目是涉及
外国合作企业的最大的陆上天然气项目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就标的为5亿美元的对印度尼西亚和蒙古
煤炭资产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中信泰富矿业
• 就标的为70亿澳元的磁铁矿的相关基础设
施项目（中国最大的海外铁矿石项目）提
供法律服务

康菲石油
• 就与Origin Energy标的为96亿澳元的液化
天然气合营项目的设立提供法律服务

艾克森美孚
• 就200亿美元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个液
化天然气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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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ness First 
• 与年利达一同为Oaktree和Marathon就

Fitness First Group	（一家全球健康/健身
零售集团）财务和经营重组的澳大利亚方
面提供法律服务

Fosters
• 就以123亿澳元收购SABMiller提供法律
服务

FOXTEL
• 就标的为20亿澳元的对Austar	收购的融
资、竞争、税务和并购方面提供法律服务

Frasers Property
• 就其与Sekisui House开发位于新南威尔士
州的标的为20亿澳元，占地达5.8公顷的中
央公园合营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嘉民
• 就在香港设立标的为48亿澳元的私募房
产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嘉民牵头的财团
• 就以14亿澳元收购ING Industrial Fund提
供法律服务

Hutchison
• 就其与Vodafone的合并（澳大利亚通讯领
域的最大合并）提供法律服务

Inpex
• 为INPEX Corporation和Total就标的为340
亿美元的Ichthys液化天然气项目的200亿
美元的融资（包括项目重组和出售）提供
法律服务

• 就印度尼西亚Masela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
发（全球首个悬浮液化天然气项目，且是
亚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之一）提供
法律服务

Investa Properties Pty Limited 
• 就与七家当地和国际借款人对现有债务
融资的23亿澳元再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该项目是澳大利亚过去5年来最大的地产
贷款，且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第二大地
产贷款

麦格理银行
• 就标的为数十亿的Storm	Financial的倒
闭提供法律服务

NBN Co Limited
• 就标的为10亿澳元的终端相连的固定无线
采购和管理服务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Newcrest
• 就与Lihir Gold标的为95亿澳元的合并以
设立领先的金生产企业，及其在Cracow
和Mt Rawdon金矿中权益的出售提供法
律服务

Nghi Son提炼项目
• 为项目工具和Idemitsu Kosan、科威特石
油、Mitsui Chemicals和越南石油（作为项
目发起人）就位于越南北部的标的为90亿
美元的Nghi	Son	提炼和石油化工联产场
的开发、建设和项目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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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员会
• 为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员会和

Hastings财团就对悉尼海水淡化厂标的
为23亿澳元的再融资约束性要约提供法
律服务	

PT Jawa Power
• 就印尼Paiton II 电力项目标的为15亿美元
的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昆士兰州政府
• 就昆士兰国家铁路公司标的为67亿澳元的
首次公开募股提供法律服务，其为澳大利
亚有史以来第二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力拓
• 就必和必拓标的为1070亿英镑的收购的防
御提供法律服务，该交易如得以进行，将
会是全球公司史上第二大的收购

• 就与必和必拓标的为60亿澳元的皮尔巴拉
铁矿石合营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 就标的为152亿美元的资本募集（澳大利
亚最大的资本募集之一）提供法律服务

• 就与中铝位于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石合营
项目（以135亿美元持有47%的股权）提供
法律服务

• 就与蒙古政府开展的有关奥尤陶勒盖铜
金矿项目（标的为67亿澳元）的谈判提供
法律服务

• 就中铝对力拓持有资产的标的为195亿美
元的拟议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荷兰皇家壳牌
• 就与中国石油联合对Arrow	Energy标的为
34亿澳元的收购提供法律服务

圣乔治银行
• 就与Westpac银行集团标的为670亿澳元
的合并（澳大利亚公司史上最大的并购）
提供法律服务

Tabcorp
• 就2亿澳元的无担保附属债券的发行及其
分拆，及4.5亿澳元的资本募集提供法律
服务

维多利亚淡化厂
• 为财团就标的35亿澳元的维多利亚淡化
厂项目（澳大利亚最大的淡化厂）提供法
律服务

Vung Ang II	热能电站
• 就越南1200MW	越南电站的建立提供法
律服务

Wesfarmers
• 就标的为46亿澳元的资本募集提供法律
服务

Westpac
• 就标的为10亿澳元的混合债券及25亿澳元
的机构发行提供法律服务

威金斯岛煤炭码头
• 为借款人就昆士兰首个用户出资建设的
煤炭码头（价值30亿澳元）的融资提供法
律服务

Wiri	监狱公私合营项目
• 就8.4亿澳元的Wiri男子监狱项目（新西兰
首个大型公私合营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Woolworths Limited 
• 就地产基金的购物中心Australasia 

Property Group的成立（2012年最大的首
次公开募股）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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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网络

	专注于客户需求

安德慎和年利达的整体联盟使得我们的客
户可以享受涵盖了29个国家的40个办公室的
全球服务网络，包括新兴市场非洲、亚洲和
南美。

安德慎和年利达的全球联盟安排旨在向客户
提供统一的服务、单一联系人及由两个律所
的最佳律师组成专业团队及高质量的法律
意见和支持。

两家律所在亚洲设立了合营安排，旨在更
好的就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为客户工
作。

同时，基于我们与Widyawan & Partners的
现有合作，本所与年利达在印度尼西亚设立
了合营安排。印尼合营旨在就能源、资源和
基础设施、银行、资本市场和并购提供法律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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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认可

	专注于品质，着眼于需求使
得我们获得多项嘉奖

2014年度澳大利亚最佳律所
2014年度《亚太律师》(Chambers Asia-
Pacific)

14个执业领域的一流律所
2013和2014年度《亚太律师》(Chambers 
Asia-Pacific)

项目和能源、矿业和矿产领域（全

球）一流律所
2013和2014年度《全球律师》(Chambers 
Global)

五个项目获得年度大奖，其中包括澳
大利亚年度最佳项目
2013年度《澳大利亚法律商业大奖》

连续八年获得女性最佳雇主奖
工作机会均等机构奖	(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Workplace Agency) 20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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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活动

	我们的社区活动得益于我们的雇员

前进 

本所2013年的《社区》(In the Community)
回顾了本所各委员会在2013所做的社区工
作。《社区》描述了我们所支持的组织，也介
绍了我们社区活动所处理的问题	–	包括
人权、寻求庇护人员、调解、自然环境和不利
影响。

我们为我们的雇员对社区工作的极大热情、
活力和奉献精神而自豪。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更为我们所服务的社区
以及与我们合作的同仁而感到骄傲。希望您

能喜欢他们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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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活动

联合国全球影响： 
首个澳大利亚机构签署者。您可查看安德慎
的联合国全球影响沟通进程

调解计划： 
首个专注于调解计划的大型律所，以缩小澳
大利亚原著民和非原著民的隔阂

公益： 
2013年，我们向超过290个个人和组织，以及
超过250个避难所提供公益法律援助。

人权： 
2013年我们在61个项目中提供人权帮助，其
中包括代表25名寻求庇护人员主张权利。

足印： 
本所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在2013年达
到了顶峰，即本所于2013年实现了碳零排
放。

澳大利亚联合国协会世界环境日奖：	 
获得WSP Lincolne Scott	持续发展领导奖

女性最佳雇主奖	： 
连续八年获得联邦政府工作机会均等机构
奖

Jawun与原住民的首领一起开发了公司和原住民商
业团体之间的派遣项目。2013年，本所的六名律
师参与了该项目。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一些被派遣人员自愿参与了
在安恒地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珈玛节。下图是一些
年轻的被派遣人员在珈玛节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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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信息

请点击以下链接：

专业律师 

执业领域 

订阅有关法律问题的出版物和更新

有关年利达的更多信息

有关Widyawan & Partners	的更多信息

有关本所律师、服务及
全球网络的更多信息

安德慎律师事务所是与年利达律师事务所联盟运营的独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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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llens.com.au/experts/index.htm
http://www.allens.com.au/services/index.htm
http://www.allens.com.au/pubs/index.htm
http://www.linklat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