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
我们的全球重组团队就最大型和最复杂的跨境重组提供建议。我们为客户制定创新

主要联系人

且富有商业成效的重组解决方案。

Rachel Ehrlich
Albanese
合伙人
纽约

我们在美洲、亚太、欧洲和中东都有专责处理重组事务的律师，具备专业知识、经验和资源
来满足国内和国际客户处理重组与破产事务的需求。我们驻当地的重组律师对本地市场和
客户面对的相关挑战了如指掌。

电话: +1 212 335 4775
rachel.albanese@dlapiper.com

我们就所有有关业绩不佳和状况堪忧的公营和私营公司事务，向客户提供建议。我们的客
户群体十分多样化，包括债务人、贷款人、政府实体、受托人、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不
良债务和资产的买方和投资者。

Craig Martin
合伙人

不论是中型市场到最大型国内和国际重组及破产业务，我们均有涉足。在处理重组和破产
引发的争讼问题上，我们也颇具经验。我们在向客户提供有关跨司法管辖区调查、执法、诉

威尔明顿
电话: +1 302 468 5655
craig.martin@dlapiper.com

讼和资产追回方面的建议上拥有丰富的经验。
Chris Parker

CAPABILITES
不论是预期出现重组和破产，还是进行善后，我们可就各方面的事宜向客户提供建议。

合伙人
伦敦
电话: +44 20 7153 7402
chris.parker@dlapiper.com

我们就以下方面向客户提供建议：
债务和资产的追踪与追偿
处置，包括现成的解决方案、不良资产并购和房地产处置
不良债务交易
金融重组
正式破产／破产程序和债权人委员会代理

Dr Dietmar Schulz
LL.M.
合伙人
法兰克福
电话: +49 69 271 33 240
dietmar.schulz@dlapiper.com

破产／破产相关的调查、诉讼和强制执行
国际重组战略和程序
运营重组

我们的重组专业律师在多个欧洲国家获委任为破产清盘管理人员。

公司
金融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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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各行各业的的客户提供建议，在能源、金融服务、医疗保健、酒店娱乐、房地产、零售、体育、技术和交通等行业特别有优势。
下列为我们最近处理的一些重大跨境事项目：
Trident Microsystems – 我们担任Trident Microsystems, Inc.（一家芯片和软件公司）的代理，处理以下事务：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在
特拉华地区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并将Trident的机顶盒业务部门出售给Entropic Communications，以换取其代偿相关债务和5500万
美元现金；将Trident的电视业务部门出售给Sigma Designs，以换取其代偿相关债务和3000万美元；以及Trident位于11个国家的16家外国
子公司的清盘工作。我们因 Trident Microsystems的出售交易赢得2013年并购顾问国际奖“年度最佳公司／战略收购”交易类大奖（金额介
乎5000万至1亿美元）
Dawnay Day – Dawnay Day为资产达10亿英镑的全球房地产及金融服务综合企业。我们就该公司的重组事宜向最大的优先贷款方
Norwich Union（现为英杰华）和管理人BDO Stoy Hayward提供建议。
北电网络有限公司加拿大债权人委员会 – 在北电网络公司及其加拿大、美国、英国、欧洲、中东和非洲附属公司的多国破产法律程序中，
担任加拿大债权人委员会的美国及跨境破产事务法律顾问。我们的工作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法院开展联合诉讼，处理在数家公司之间90
多亿美元资产的分配事宜。
Lexi Holdings – 在Lexi Holdings的重组／破产案中，向英国多家银行组成的财团和管理人毕马威提供建议。该公司被诈骗了约5000到
7000万英镑。我们取得了针对18方的判决书，将欺诈案的幕后主事人关进监狱，并且追回了遍布世界各地价值近4000万英镑的房地产。
Ineas – 我们就Ineas（一家泛欧在线汽车保险公司）的破产管理提供建议。这是近年来欧洲最大的保险公司破产案之一。我们与荷兰中央
银行和荷兰金融监管局紧密合作，处理保单、业务延续和／或转移，以及保证金申请问题。
Solar Enertech Corp – 我们就Solar Enertech Corp的重组提供建议。该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太阳能产品制造商，亚洲业务据点位
于香港和上海。我们获委任与FIT Consulting一起处理母公司和子公司的重组事宜。
Prince Sports – 我们担任Authentic Brands Group的代理，就Prince Sports Inc.及其遍布亚洲（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美国和欧洲
的子公司提供建议。Prince Sports Inc.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产品分销到超过100个国家。

In Hong Kong
概述
我们在香港拥有专职的重组团队，就整个资本结构中的重组、破产和追偿等各个方面提供建议。香港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金融门户。我们与北京和上海的同事紧密合作，为全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重组法律咨询服务。透过我们的办事处网络和
与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关系，我们也精于在亚太地区提供有关重组和破产的法律服务。
我们在香港的重组团队是我们全球重组团队的一部分，而全球重组团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专精重组律师团队之一。我们处理重组与破产事
务的专家来自美洲、亚太、欧洲和中东，具备专业知识、经验和资源来满足本地和全球客户的重组与破产事务的需求。在全球各地，我们的团
队由经验丰富的重组律师组成，他们对本地市场以及客户面对的相关挑战了如指掌。

雄厚实力
我们多元化的客户群包括金融机构、财务顾问、破产清盘人员、公司、私募股权基金、股东、不良债务基金／投资者、债券持有
人/贷款票据持有人及债权人委员会。我们就重组和破产的各方面事宜为客户提供法律意见，而且我们的其他业务领域专家也
会在必要时参与其中，以便为客户提供其所需要的复杂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包括：
金融重组
公司重组
不良债务的出售和购买
不良资产并购
破产建议
破产诉讼、股东和合资企业争议及中国诈骗调查

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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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在能源、房地产、技术、零售、制造业、酒店娱乐、体育和交通等行业特别有优势。
我们最近处理的一些重大重组项目包括：
Trident Microsystems ——
代理Trident Microsystems, Inc的重组事宜。该公司在亚洲（包括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台湾、韩国和日本）
以及美国和欧洲等地的家居数字娱乐市场占据领先地位。我们帮助Trident处理将其中国业务转让给收购方的事宜，及其中国实体的清
算、若干资产及负债的转让、中国业务部门员工的转移以及劳务聘用欠款索赔诉讼的和解。我们因Trident Microsystems的出售交易赢得
2013年并购顾问国际奖“年度最佳公司/战略收购”交易类大奖（金额介乎5000万至1亿美元）。
中国林业企业 — —担任票据持有人的代理，就赎回权遭到触发后，可转换贷款票据下的权利进行重组。
普华永道 — —
就一家著名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离岸委派接管人向普华永道提供建议。
STX Pan Ocean——
就确认韩国的重整令及保护其香港的资产提供建议。
英国零售商 — —
就一家英国零售商结束并逐步缩减中国的电子商务业务提供建议。
神阳科技有限公司 — —
我们担任神阳科技公司接管人的代理。该公司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运营资产主要位于中国。作为全球追偿战略
的一部分，我们向接管人提供有关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追索和扣押资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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