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GUESTS
重要参会嘉宾

重要参会嘉宾
一人成木，众人成林。宏 傑集团 26 年的持续发展和宏傑进入中国市场 10 年的不断耕耘都离不开众多
境内外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以及政府机构的鼎力相助。此次“宏傑集团 26 周年庆典暨 2012 年度基金
和境外公司架构重组年会”亦得到了其大力支持而得以顺利召开，他们是：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贸发局
上海市律师协会港澳台委员会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嘉御基金
国际纸业
景林资产
迪赛诺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德载中怡律师事务所
大成律师事务所
顾跃进律师事务所
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昊理文律师事务所
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
胡光律师事务所
胡润百富
华诚律师事务所
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民生银行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通力律师事务所
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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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傑集团26周年庆典
暨2012年度基金和境外公司
架构重组年会
主办单位：宏傑集团

协办单位：
Bedell
黄潘陈罗律师行
安伟国际律师事务所

宏傑季刊 · 特刊 2012 Autumn 11

S

PONSOR
协办单位

Bedell

Bedell 是一家提供法律和信托服务的领先供应商，其主要金融辖区包括：泽西岛、根西
岛、伦敦、都柏林、日内瓦、毛里求斯、英属维京群岛和新加坡。我们的法律事务所，Bedell
Cristin，始建于 1939 年，提供全面的有关海峡群岛、毛里求斯和英属维京群岛法律事务方面
的咨询服务。我们的信托公司，Bedell Trust，自 1971 年以来一直提供离岸和本土的信托和
行政服务。
Bedell Cristin 是一家领先的离岸法律事务所，总部设在泽西岛，服务辖区包括：根西岛、
伦敦、日内瓦、毛里求斯、英属维京群岛和新加坡。从我们的英属维京群岛和新加坡办事处可
知，作为一个以合伙人领导的离岸律师事务所，Bedell Cristin 能够就广泛的企业财务工作提
供有关英属维京群岛的法律咨询服务，范围包括主流企业、投资基金（特别专注于私募股权和
对冲基金）、合资企业、上市、银行业务、资本市场、首次公开招股以及买卖交易等。
Bedell Trust 是一家业内领先的独立信托公司，屡获殊荣，赢得了保持长期客户关系的
声誉。公司及家族有着日益复杂的需要和目标。在一个增强监管和加强审查的环境中，我们提
供最尖端的专业知识、商业常识以及一流的服务。我们的独立性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客观地
为客户评估机遇。同时，我们的法律事务所，Bedell Cristin，拥有商业架构组合和监管专业知
识的资深律师，使我们能够提供完美且具成本效益的服务。
我们新加坡办事处由 Stephen Adams 领导，他在有关英属维京群岛的法律事务方面拥
有超过 15 年的经验。我们为各类企业金融事务提供咨询服务，包括主流企业、投资基金、合资
企业、上市、银行业务、资本市场、私人客户、首次公开招股以及买卖交易等。

业界认可
入围年度离岸律师事务所
2012 年律师大奖

领先泽西岛律师事务所
2012 国际劳工组织客户选择大奖

年度离岸律师事务所得主
2012 Citywealth 离岸大奖

年度所有者管理信托团队大奖得主
2011/12 STEP 私人客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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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主要联系
何幼光先生 ,Bedell 亚太区总裁负责人，在金融
服务行业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专门为中国企业和高
资产净值人士进行财富管理与财产规划，其中包括中
国公司在国外上市、移民英国以及收购英国企业和房
产等事务。
Victor 出生于香港，1991 年毕业于埃塞克斯大学
(Essex University)，获 会 计、金 融 和 经 济 学 荣 誉 学
位。他于 KPMG 泽西岛办事处接受培训，并于 1995
年取得特许会计师资格。1997 年他加入了当地一家

Victor Ho
亚太区总裁负责人
擅长领域：私人财富管理

中型信托公司，并于 2001 年获委任为董事。2006 年
1 月，Victor 负责成立首家有中文名称的泽西岛公司。
Victor 能说流利的广东话和普通话。

Stephen 于 2012 年 2 月 成 为 Bedell Cristin
BVI 的 合 伙 人。他 曾 创 建 英 属 维 京 群 岛 Barker
Adams 律师事务所，屡获各种奖项。在创建 Barker
Adams 之 前，Stephen 是 位 于 英 属 维 京 群 岛 的
Walkers 办公室的资深企业合伙人，再之前他是香港
贝 克·麦 坚 时 律 师 事 务 所 全 球 税 务 部 的 一 员。
Stephen 现在供职于我们的新加坡办事处。

Stephen Adams
合伙人

Stephen 拥有超过 15 年的离岸法律事务经验，可
就各个方面的企业事务提供意见，包括银行业务、兼

擅长领域：企业金融、银行业务及投
资基金

并、收购、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另类投资、融资及资本
市场交易等。

Bedell Cristin

Bedell Trust

Jersey
Tim Pearce
Partner
tim.pearce@bedellgroup.com

Jersey
Michael Richardson
Executive Chairman
michael.richardson@bedellgroup.com

Singapore
Stephen Adams
Partner
stephen.adams@bedellgroup.com

Head of Asia Pacific
Victor Ho
victor.ho@bedel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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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潘陈罗律师行
黄潘陈罗律师行成立于 1985 年。总行位于香港德辅道中，分行位于新界西贡。我们的团
队现时拥有 9 名律师、4 名中国委托公证人、2 名国际公证人和 7 名香港婚姻监礼人。
我们是一家提供综合服务的律师行，一向的宗旨是在广泛的领域与客户建立并保持长期
稳定的关系，不仅只是他们的律师，更是他们值得信赖的伙伴和顾问。我们服务的方针除了积
极维护客户合法的权益外，同时也致力于维护客户的商业地位，满足其个人需求，从而在任何
情况下为客户获得最令其满意的法律结果。
我们积极拓展中港和海外法律业务，加强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合作，我们现时与亚洲最大的
律师事务所之一联营。我们的专业团队竭诚为客户在香港、中国内地和海外提供便利和优质的
法律服务。

业务领域
我们在广泛的领域具有专业能力和经验，能提供多样化的跨境及本地法律服务，主要包
括：
公司及商事
银行及金融业
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
知识产权
保险
土地转让、租赁和物业管理事务
遗嘱检验，遗产规划与管理
雇佣
调解及仲裁
婚姻诉讼

联系我们：
电话：852 25214268
传真：852 25214268
电邮：wpcl@wpcl-law.com.hk
地址：香港德辅道中 161-167 号 香港贸易中心 1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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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伟国际律师事务所
安伟国际律师事务所 “安伟”
(
) 是一所于美国、英国和亚洲拥有 625 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
为美国 100 大型律师事务所其中之一。本所律师在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企业融资、复杂
诉讼、保险和再保险及知识产权等的专业服务范畴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作为一所拥有 125 年历史的国际律师事务所，本所客户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及新创立的公
司。本所客户视本所为一所提供商业策略、协作及能够以客户为中心的律师事务所，有助于保
护和促进它们的业务目标，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法律和商业顾问。本所的律师既有创意又务实，
并愿意花时间去深入了解客户的业务。本所律师不论在会议室或法庭上均能帮助客户有效地
驾驭风险、监管问题及在富竞争性的市场上接受各种挑战。
安伟的香港办事处目前正使用李兆德卢雷蔡律师事务所的名称。由 2013 年开始，香港办
事处也将使用“安伟”的名称，与其它各地的办事处一致。在香港，本所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包
括为客户提供企业融资、财务和税务结构、就业和移民问题、破产清盘、诉讼和知识产权等服
务。
本所客户能够直接受益于本所在香港和亚洲市场上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也能够利用本
所在世界各地办事处的支持和资源。

殊荣
在 2012 年，US News/Best Lawyers 把安伟在 19 个国家和 62 个业务范围中列在排名
榜上，包括在“诉讼 - 知识产权”此一业务范围得到第 1 级类别的排名。
The BTI Client Service A-Team 2011 在其律师事务所客户服务绩效调查中，就安伟给
客户提供的卓越服务作出认可。
安伟及其律师被 Chambers USA、Chambers UK 及 Chambers Asia-Pacific 公认在
42 类业务范围中表现卓越，其中包括企业并购、银行融资、破产 / 重组、医疗、知识产权、私募
股权投资：全面收购、企业 / 商业：银行融资、企业 / 商业：知识产权、再保险、国际法和国际
公法。
Legal 500 (UK) 承认安伟在收购合并交易、私募股权全面收购、私募股权成立和风险投
资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

联系我们：（HK Office）
电话：852 3150 1900
传真：852 2116 9330
地址：2703, 27/F The Center,9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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