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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	 银行与金融				 	 	 	 	 	 	 	 	 	 	 	

•	 投资基金				 	 	 	 	 	

•	 家事服务与财富管理														

•	 投融资并购

•	 不动产与基础设施

•	 证券资本市场															

•	 争议解决

•	 知识产权				 	 	 	 	 	 	 	 	 	 	 	 	 	 	 	 	 	 	 	 	 	 	 	 	 	 	 	 	 	

•	 特殊资产与破产重组

•	 政府监管与合规

•	 反垄断与竞争法

•	 人力资源与劳动关系

•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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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植德综述
•	 敢为人先，面向未来									

•	 专业立身，行业深耕				

•	 客户为本，法律向善				 	 	 	 	 	

•	 中国智慧，国际视野				

•	 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									

•	 文化、娱乐与传媒							

•	 科技、电信与互联网																								

•	 先进制造				 	 	 	 	 	 	 	 	 	 	 	

•	 教育与培训				 	 	

•	 消费品与零售

•	 房地产与基础设施

•	 能源、化工与环保

•	 新兴行业—区块链

•	 新兴行业—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

•	 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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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综述

敢为人先，面向未来

植德前身为 2006 年设立的北京市

昊凯律师事务所，2017 年改组更

名为“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植德致力于成为一家以“体面、

专业、合作、进取、友爱”为价

值观，以“精益服务，成就客户”

为使命的律师事务所，呼应不断

变革与创新的市场，为客户日益

复杂或具创新性的商业需求提供

“专业化、立体化、一站式”的

整体法律解决方案。

专业立身，行业深耕

植德以“一体化”管理与运作体

制，集合事务所最专业的力量，面

向境内外公司、金融及资本市场客

户，围绕“资金端（发行端）”、

“交易端（资产端）”以及“退出

端（争议端）”这一闭环，提供全

周期、立体化的法律服务。植德打

造专业与行业双轮驱动，在强调法

律专业能力的同时，注重对行业前

沿与生态的深入研究，将精专的法

律知识与技能同优秀的商业思维与

判断力的结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专业又不失前瞻与创新的高品质法

律服务，成为市场上创新与可靠的

法律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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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为本，法律向善

植德实行“公司制”、“一体化”

的管理与运营，打破传统上律师

个人及团队执业的局限与藩篱，

整合全体合伙人及律师的智识、

专长及经验，实现资源互通与知

识共享，在专业化分工中同时实

现紧密协作，以期始终以事务所

最专业的队伍与资源满足客户的

需求。植德以服务客户、成就客

户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凭借年富力强的合伙人阵容

及专业敬业的律师队伍，结合跨

界能力和资源，植德有能力向市

植德综述

植德的合伙人均是国内法律服务

行业中年富力强的佼佼者，拥有

于国内外顶级律所多年的从业履

历，项目管控、组织、执行经验

丰富，善于处理复杂、疑难或具

有开创性的交易或案件。其中，

近一半以上律师拥有国际教育背

景、双语工作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植德也建立了能够与众多国家和

地区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及时高效

协作的关系网络。立足中国、面

向世界，服务国内外客户国际性

业务需求，是植德人共同的愿景。

中国智慧，国际视野

场与客户提供专业化、差异化、

精细化、创新型的法律服务。同

时，植德愿意积极与客户并肩承

担社会责任，共同为社会创造更

大价值，共同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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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荣誉

植德 2017-2020 年度部分荣誉展示

IFLR 1000 China

asialaw Profile

ALB

IFLR 1000

The Legal 500

钱伯斯

•	 2020 金融和企业领域

北京地区

上海地区

•	 2020	私募股权

•	 2020	知识产权律所

•	 2020	中国最佳雇主

•	 2020	十佳成长律所

•	 2019	中国最佳雇主

•	 2018	中国最佳雇主

•	 2018	十佳成长律所

•	 2020 私募股权

•	 2020 投资基金

•	 2020年The	Legal	500亚太法律指南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	 2019年The	Legal	500亚太法律指南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	 2020 年钱伯斯亚太法律指南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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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荣誉

LEGALBAND

北京律协

•	 2015-2018 年度北京市

优秀律师事务所

•	 2020 年中国顶级律所排行榜

资产证券化与衍生品

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医疗与生命科学

破产重整与清算

体育娱乐

商法

•	 2020 年度卓越律所大奖

私募股权 / 风险投资

结构性融资 / 资产证券化

医疗、制药及生命科学

传媒、娱乐及体育

•	 2019 年度卓越律所大奖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教育

金融科技 &区块链

卓越表现律所

•	 2018 卓越律所大奖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结构化融资 / 资产证券化	

新兴律所

•	 2019 年中国顶级律所排行榜

资产证券化与衍生品

投资基金领域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体育与娱乐

新锐律所

最佳雇主

•	 2018 年中国顶级律所排行榜

资产证券化与衍生品

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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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银行与金融

投资基金

家事服务与财富管理

投融资并购

不动产与基础设施

证券资本市场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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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特殊资产与破产重组

政府监管与合规

反垄断与竞争法

人力资源与劳动关系

税务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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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公司、金融、资本市场
提供全周期、立体化的

法律服务闭环

资金端
( 银行与金融、投资基金、

家事财富 )

退出端
( 资本市场、不良资产、

争议解决 )

交易端
( 投融资并购、房地产 )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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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反垄断与竞争法

人力资源与劳动关系
政府监管与合规

税务

围绕
公司、金融、资本市场

提供闭环法律服务的同时，对于
贯穿全链条的关键业务提供必不

可少的支持。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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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金融

银行与金融业务是植德核心及优势业务领域之一。植德为境内外银行

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综合性或专项法律服务，在银行与金融业务领

域具有广泛的客户基础。鉴于银行与金融业务的自身特点，及其所处

复杂的法律和监管环境等因素，植德在长期的业务实践中经过系统的

梳理和总结，对相关业务进行专业细分，及时对最新业务模式和金融

创新类型进行分析和研讨，始终确保银行与金融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对

一线业务的熟悉程度和领先地位。植德帮助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

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券商与基金管理公司专业子公司、资

产管理公司（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包括金融租赁公司、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和外商投资融资

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财务公司、汽车与消费金融公司、其他

金融机构等客户完成了大量复杂的金融交易，在银行与金融业务领域

的法律服务中始终处于前沿和领先地位。

业务领域

•	 银行、信托、资产管理

•	 保险与保险资金投资

•	 资产证券化	(ABS)、REITs

•	 不良资产与特殊机会投资

•	 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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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投资基金

植德可以根据客户商业安排在境内为客户设立契约制、公司制或合伙

制的人民币基金，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上市公司并购基

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此外，植德也是市场

上为数不多的可以为客户设立开放式或封闭式离岸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的内资律师事务所。

植德在区块链行业的 Token	Fund 架构、设立以及合规方面均处于市

场领先地位。植德协助客户设立的基金涉及包括影视、人工智能、大

数据、数字货币、教育、医疗、零售、不动产与基础设施、新能源、

TMT、高端制造在内的众多领域。

在人民币基金中，除了常见的架构，植德还是具有 QDLP 和 QFLP 丰

富经验的内资律师事务所之一，其优质的法律服务受到世界顶级基金

客户的好评。

业务领域

•	 基金设立

•	 基金合规

•	 基金投后管理

•	 基金清算事务

•	 基金争议解决

•	 基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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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服务与财富管理

植德在传统婚姻家庭法律关系、高净值家族及家族成员财富规划等领

域能够为客户提供前沿、精准、周到的法律服务，帮助客户在全球视

野下实现财富的保全和传承规划。该领域的合伙人擅长于为客户提供

涵盖境内外家族信托、身份国籍规划、资产跨境流动、家族企业股权

架构规划、保险结构设计、公益基金会设立、家事纠纷解决等方面的

诉讼以及非诉法律服务。

业务领域

•	 婚姻

•	 继承

•	 境内信托（营业信托及民事信托）

•	 离岸信托

•	 身份规划及移民财产转移

•	 家族办公室筹建

•	 家族企业股权结构及治理优化

•	 保险结构设计

•	 税务筹划

•	 基金会筹建及运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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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投融资并购

植德在投融资并购领域具有突出优势。植德的投融资并购合伙人及律

师具备精专的法律技能、良好的商业思维以及创新的法律服务精神。

投融资并购组服务过数以百计的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和企业客户，陪

伴诸多企业从初创、各轮次融资直到境内外成功上市或并购。植德提

供投融资并购法律服务涉及的行业众多，尤其在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

科技电信与互联网、消费品与零售、教育与培训、工业与高端制造等

行业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

业务领域

•	 私募股权投资

•	 创业企业融资

•	 公司兼并与收购

•	 私有化与红筹回归

•	 外商直接投资

•	 企业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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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与基础设施

不动产与基础设施是植德的重要业务。植德律师具有多年的房地产、

建设工程及基础设施领域的法律服务经验，在住宅、商业、办公、产

业园区开发、海域使用开发、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城中村、旧城与

棚户区改造）等具体细分领域服务过上百个项目，有着丰富的服务经

验。植德可为各类客户提供房地产行业的全方位法律服务，服务范围

涵盖土地及房地产项目获取、项目投融资、项目并购、房地产项目开

发及销售、工程建设、大宗物业交易、物业运营、物业管理、房地产

税务筹划、不动产资产证券化以及与前述相关的争议解决，可为客户

提供全流程的综合型法律服务。

业务领域

•	 土地获取、投资及房地产综合开发

•	 城市更新 / 三旧改造，棚户改造

•	 房地产并购与融资

•	 基础设施及特许经营（含 PPP 项目）

•	 工程施工

•	 物业运营

•	 物业管理

•	 税务策划

•	 不动产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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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证券资本市场

植德合伙人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与上市有关的项目中拥有作为发行人律

师及承销商律师的丰富经验，为诸多境内企业科创板、创业板、主板

和中小板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投

资与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控制权争夺、股权激励、境内外债

券发行、境内企业境外上市架构搭建及境外证券、债券发行等方面提

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服务。植德已成功地协助国内诸多大型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美国纳斯达

克交易所、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新加坡

证券交易所等地上市。

业务领域

•	 境内上市

•	 境外上市、境外发行债券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再融资（定增与发债等）

•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股权激励、债务重组等	

•	 新三板挂牌、精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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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广泛覆盖了金融诉讼及金融衍生交易所引发的

争议、私募股权投资所引发的相关争议、房地产领域相关争议及其他

各类商业纠纷、民事纠纷、行政诉讼等法律服务等。植德争议解决领

域的合伙人代理了大量诉讼及仲裁业务，对诉讼方案的把握能力尤为

突出，善于从客户的总体利益角度出发进行综合判断，凭借高超的庭

审实力和强大的谈判能力，力求使客户的核心诉求得以圆满实现。

业务领域

•	 谈判

•	 诉讼

•	 仲裁

•	 执行

•	 行政申诉与复议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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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知识产权

植德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知识产权全领域的法律服务 , 包括但不限于专

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及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服务。植德知产团

队擅长疑难复杂的知识产权诉讼，多位律师具备法律和技术双重背景，

擅于处理专利、技术秘密纠纷等疑难复杂案件。植德在知识产权交易

与许可中为客户提供法律咨询，进行尽职调查、参与谈判等服务；并

且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的规划与咨询，以及知识

产权申请的整体方案。植德曾为众多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提供知识

产权保护、许可及诉讼等法律服务。

业务领域

•	 商标

•	 专利

•	 著作权

•	 商业秘密与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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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合伙人在不良资产与特殊机会投资、困境房地产重组等领域有着

二十多年的服务经验。参与大量的不良资产批量处置法律服务项目，

账目总额超过 1000 亿元；代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其他金融机构、社

会投资人进行了大量的与不良资产处置、投融资相关的诉讼、执行业

务；在全国范围内参与了近四十个困境房地产项目的重组。

植德具有丰富的大型困境企业债务重组、破产重整的经验，曾代表债

委会、债权人、债务人、战略投资人、纾困资金方，从不同角度参与

多个大型困境企业重组或重整。植德在长期的业务实践中，建立了破

产重整与特殊资产领域的完整生态圈，在法律服务的同时可以为项目

匹配所需的各方面行业资源。

业务领域

•	 不良资产的处置与收购

•	 困境房地产项目的盘活

•	 困境股权投资项目的退出

•	 困境企业的重组和债务化解

•	 破产重整、和解及清算

特殊资产与破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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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植德政府监管与合规部门由熟悉司法部门、行政监管部门及大型国有

企业的工作流程和政策界限的复合型人才组成，可以从事前预防、事

中指导、事后复盘全流程参与各类企业，尤其是新兴企业的风险防范

或危机处理，协助客户做好合规审查和风险防控，为客户的经营活动

保驾护航。

业务领域

•	 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

•	 劳动与就业

•	 反商业贿赂

•	 刑事合规

•	 民刑交叉

政府监管与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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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反垄断领域的律师主导参与过超过 150 个反垄断项目，其中不乏

在业界很有影响力的案件，服务过的客户包括高通、日月光、爱康、

联发科技等。项目经验所涉及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新零售、

半导体、生命医药健康、文旅、快消品、汽车及零部件、商业地产、

航运、保险、家用电器、高端制造等。植德律师在项目中不但获得了

客户的肯定，也获得了政府监管机构、合作机构与外国同行的认可。

植德反垄断律师与中央、地方监管机构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关系，在处

理案件之外，针对规则制定与制度发展也积极参与讨论提供建议。

业务领域

•	 经营者集中申报

•	 反垄断调查与应对调查

•	 反垄断诉讼与举报

•	 反垄断合规、自查与培训

•	 公平竞争审查

•	 监督受托人

•	 竞争法综合服务

反垄断与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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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植德人力资源与劳动关系业务领域，长期关注劳动法领域的最新动态，

及时掌握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的最新方向，研究与实践并重。基于多年

为各类大型中外企业的服务经验和对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法律问题的

深刻理解，植德律师可以及时响应市场的需求，从“以人为本”的角

度为客户提供落地有温度的法律服务方案。

业务领域

•	 人力资源规章制度合规建设

•	 劳动争议案件代理

•	 离职谈判与人员安置

•	 劳动人事用人管理专项法律培训

•	 其他与“人”相关的劳动法律咨询服务

人力资源与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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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税务律师深谙中国商务和税务法律法规，具有国际视野，兼备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深入理解客户的需求，灵活且

创新地帮助客户制定税务解决方案。植德善于从企业所处行业、地域

的税收政策出发，根据企业特定的商业模式、作业流程制定有效的税

务筹划方案，为企业的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提供税务解决方案，同时

我们也擅长为企业的资本化发展计划提供税务服务，提供企业合规服

务和高效的整体税务解决方案，也可为企业核心人员以及投资者的收

益进行合适、高效的税务安排。

业务领域

•	 税务合规服务

•	 税务筹划服务	

•	 税务常法服务

•	 私人客户服务

•	 涉税争议解决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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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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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									

文化、娱乐与传媒							

科技、电信与互联网																								

先进制造															

教育与培训						

消费品与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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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与基础设施

能源、化工与环保

新兴行业—区块链

新兴行业—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

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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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生命科学组专注于生命科学及医疗健康全产业链条的法律服务及其前

沿研究，包括药品研发、临床实验研究、药品生产、生物技术、医疗器械

与医疗服务等，为该等领域的研究机构、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医疗机构、

投资机构提供多种类型的法律服务。

植德生命科学组包含多名具有生物化学及法学复合背景的合伙人、律师、

专利代理师，其成员曾服务于国内外顶级律所、政府部门、法院、企业、

科研单位等不同机构，植德生命科学组致力于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客户一站

式提供立体化、全周期的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

•	 监投融资、并购业务

•	 	（含经营者集中申报）

•	 高价值专利挖掘及保护

•	 Lisence-in/	Lisence-out 交易业务

•	 合规体系建设及培训（含税务、反垄断）

生命科学与医疗健康

•	 境内外上市业务

•	 员工股权激励

•	 及人力资源规章制度建设

•	 反垄断诉讼和举报，应对

•	 反垄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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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文娱团队深耕于文娱领域多年，该领域律师均拥有多年公司方的工作

经验，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持着长期紧密的沟通关系。团队成员拥有丰富的

项目及行业经验，对行业监管规则及客户需求保持着高度的敏锐性，这种

复合型的专业背景，使得植德有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全面的法律、

商业、政策及行业建议。植德尤其擅长影视剧制作、发行、衍生品开发及

影游授权及联动协议的起草；复杂的制作融资、多片组合投资的交易架构

设计；体育赛事授权与赛事管理、体育明星经纪约及商务合作谈判、期刊

授权，艺人经纪等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

•	 影视、综艺、艺人经纪法律服务

•	 游戏、艺术品、电商、网络与新媒体法律服务

•	 知识产权及（跨境）授权及合作法律服务

•	 投并法律及知识产权尽调法律服务

•	 合规及政策性法律服务

•	 私人客户、艺术品信托及家族办公室

•	 相关争议解决法律服务

文化、娱乐与传媒

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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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在为科技、电信与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及投资人提供法律服务方面享有

非常高的声誉。我们专注于基于互联网及新技术的创新性企业及创新性业

务模式，我们的客户所涉及的业务涵盖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区块链、

移动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社交媒

体、互联网游戏等领域，包括了从早期企业到独角兽等处于不同发展时期

的公司的投融资行为。我们深刻理解客户在不同领域及不同时期的商业需

求，为客户提供既能解决当下痛点又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服务方案。

服务范围

•	 投融资相关服务，包括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交易文件起草及谈判

•	 员工激励计划设立及管理

•	 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保护

科技、电信与互联网

•	 知识产权许可及转让

•	 同业竞争与劳动争议解决

•	 企业合规审查及制度制定

•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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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

工业与高端制造

中国已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供应链。在

“中国工业 2025”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植德已组建专注于制造业的法律

服务板块，以期为各类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改造提供持续而全面的法

律支持。植德专业人员的过往业绩涉及冶金、化工、能源、建材、家电、

造船、航空等行业，了解制造业的交易诉求及效率预期，能够为其提供高

效且个性化的服务和支持。

服务范围

•	 企业改制

•	 混合所有制改革

•	 股权激励计划

•	 治理机制

•	 并购及重组

•	 股权及债务融资

•	 合资公司

•	 境内外上市

•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	 技术交易和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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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培训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强化，教育培训行业将

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植德一直持续关注教育行业的法律、政策和监管动

态，跟踪和分析市场相关案例。植德已为 K-12（幼儿园、义务教育、普

通及国际高中）、高等教育（民办学校、独立学院）、高等和中等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培训机构、互联网教育等领域的客户提供架构设计、投融

资、并购和境内外上市等方面的专业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

•	 投融资并购

•	 监管与合规

•	 上市架构的搭建

•	 新三板挂牌和境内外上市

•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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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与零售

行业领域

科技的高度发展及新一代消费者们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的更新，正在并将

持续给消费品与零售这一历史悠久的行业带来巨大的变化、挑战与机遇。

植德及其律师团队与时俱进，紧密跟踪消费升级与新兴零售业态的发展与

演进，密切跟进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变化与更新，只为在消费品与

零售业务领域已经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与认知的基础上，更好地为客户提

供既遵循商业规律与逻辑又符合最新监管政策与要求的高品质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

•	 投融资并购	

•	 知识产权

•	 境内外上市

•	 监管与合规

•	 消费信托等金融产品

•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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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与基础设施

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是植德的重要业务。植德律师具有多年的房地产、建设

工程及基础设施领域的法律服务经验，在住宅、商业、办公、产业园区开

发、海域使用开发、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城中村、旧城与棚户区改造）

等具体细分领域服务过上百个项目，有着丰富的服务经验。植德可为各类

客户提供房地产行业的全方位法律服务，服务范围涵盖土地及房地产项目

获取、项目投融资、项目并购、房地产项目开发及销售、工程建设、大宗

物业交易、物业运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税务筹划、不动产资产证券化以

及与前述相关的争议解决，可为客户提供全流程的综合型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

•	 土地获取、投资及房地产综合开发

•	 城市更新 / 三旧改造，棚户改造

•	 房地产并购与融资

•	 基础设施及特许经营（含 PPP 项目）

•	 工程施工

•	 物业运营

•	 物业管理

•	 税务策划

•	 不动产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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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工与环保	

行业领域

植德及其律师将实时追踪最新产业动态和政策变化，灵活把握最新法立法

变化、监管口径以及实务动态，利用其在能源、化工和环保等领域多年深

耕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深度和广度结合、建设性和合规性兼具的优质法律

服务。

深耕行业且聚焦专业，植德能源、化工和环保团队将结合其多年服务产业

客户的经验和专业能力，为客户在提供优质、扎实的专业支持的同时，更

多的提供有附加值、体现行业发展趋势和洞察的整体解决方案，涵盖业务

端、运营端、融资端、技术端以及风控端，致力于成为客户长期互信的专

业合作伙伴。

服务范围

•	 企业改制

•	 混合所有制改革

•	 股权激励计划

•	 治理机制

•	 并购及重组

•	 股权及债务融资

•	 合资公司

•	 境内外上市

•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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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行业—区块链

植德在区块链及数字资产市场中经验丰富。凭借植德对新兴法律业务的强

大研究能力，植德成为市场上最早为区块链及数字资产业务提供法律服务

的领先律师事务所。截至目前，植德已为众多境外机构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与设立 Token	Fund、境外数字资产投资、境外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合规及

争议解决相关的法律服务。

植德的客户包括比特大陆以及主流美元基金等机构。

服务范围

•	 为数字货币商业模式合规提供咨询

•	 为境外数字资产投资提供包括交易架构设计、起草或者审阅 SAFT 协议等

•	 代表客户设立 Token	Fund

•	 代表境外数字资产交易平台提供合规服务

•	 协助客户完成数字资产相关诉讼、仲裁的谈判、调解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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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行业—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	

行业领域

植德在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客户所涉行业包

括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金融、大数据、传媒等多个领域。我们擅

长紧跟国内外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政策和监管动向，致力于为客户搭建可

靠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体系。

服务范围

•	 上云相关法律服务

•	 企业数字化转型合规

•	 网络安全事件和数据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

•	 数据争议解决

•	 企业数据安全保护

•	 APP 整改、区块链备案、云服务商安全评估等法律服务

•	 为数据刑事犯罪提供咨询服务



4 0

海洋经济

凭借对海洋经济产业的长期研究和丰富经验，植德成为市场上较为领先的

提供海洋经济产业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植德长期密切关注海洋经济产

业各环节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与更新，特别是在金融服务海洋经济领域，

熟稔银行、证券、保险、多元化融资等领域对海洋经济的支持政策，在海

洋开发、海洋运输、港口物流、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

金融等领域，能够为客户提供提供专业、一站式的综合性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

•	 海洋产业综合开发与运营

•	 海洋产业基础设施投融资并购

•	 海洋生物医药研发与专利授权

•	 海洋产业基金的设立与投资

•	 海洋产业相关的金融创新与服务

•	 海洋金融、与科技产品的开发与合规咨询

•	 海洋经济产业相关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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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
东直门南大街 1 号
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5 层，9 层 903 -904
邮编 100007

上海市长宁区
长宁路 1133 号长宁来福士
T1 办公楼 1801 室
邮编	200051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粤海街道科苑南路 2666 号
中国华润大厦 9 层
邮编	518052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吉大情侣中路 39 号
3 栋 1702 室
邮编 519015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国贸大道帝国大厦
B 座 5 楼 512 室
邮编 570125

北京

上海

深圳

珠海

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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