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Word
In DVC’s inaugural newsletter reflecting the latest practice
development for Mainland China matters, we aim to provide you
with insights and key takeaways.
In the segment of multimedia and events, we started with two influential
conferences hosted in the end of 2019. We worked with JT&N Law
Firm on the 2nd HK-SH Real Estate Arbitration Summit in Shanghai
and worked with Hong Kong 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s on the
Conference for the Arrangement Concerning Mutual Assistance in Courtordered Interim Measures in aid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in Hong Kong.
In addition to onsite events, we worked with one of the leading legal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Zhihe, and created the first Hong Kong barrister
online legal course series in Mainland China. We also invited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to establish a joint programme for
young practitioners in Mainland China. To further embrace opportun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we als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court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Shenzhen by working with Benchmark Chambers
International & Benchmark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er.
Meanwhile, the substantive Articles section provides a vivid introduction
of the barristers’ world and what barristers could do for legal professional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Case Report section, at the same time, various
DVC members provide update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rea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garding the latest activities in Mainland China, by working with the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u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DVC will the first barristers chambers to have a
mainland branch office.
Also, from setting up funds to delivering protection gowns and handing
out particulate respirators, we ordinated an extensive effort to help combat
COVID-19 in Wuhan.
In the Announcements segment, you will find new positions and awards of
our various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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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Chambers
资深大律师

冯华健

银紫荆星章、香港资深大律师、
英国御用大律师、太平绅士、
英国特许仲裁司学会院士

冯柏栋

铜紫荆星章、资深大律师、
英国御用大律师、
英国特许仲裁司学会院士

庄施格

资深大律师、英国御用大律师、
太平绅士

沙惜时

韦仕博

资深大律师

施祺福

资深大律师

蔡源福

资深大律师

谢华渊 ‧ 若瑟

谭允芝

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国际仲裁员、调解员

莫树联

资深大律师

鲍毅龙

资深大律师

何东鸣

资深大律师

王鸣峰

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Ian Pennicott

黄文杰

资深大律师

蓝德业

资深大律师

毛乐礼

资深大律师

孙靖乾

林欣琪

资深大律师

烈宗仁

英国御用大律师

吴港发

大律师

大律师

高丽莎

梁伟强

林定韵
林展程
钱孝良
凌依楠
陆栩然
彭禧雯
张东伟
李家怡

萨忻琪

大律师
大律师、太平绅士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温狄芹
凌振威

马嘉骏
黎逸轩
何淑瑛
俞匡庭
梁颖茹
赵俊威
黎骏浩
陈姵霖

刘加誉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英国御用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梁永耀
施文进

乌佩贞
许其昌
李匡怡
刘祉仁
黄以仁
吴家彰
阮 媚

黄扬孝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庄广灿

丘扬万
卢君政
萧子谦
林恩铭
陈宇轩
王凯琦
刘卓旂
何禄赞

陈伯伦

李艾苓

大律师

卓元畅

大律师

曾志行

大律师

陈建同

大律师

郝晓田

大律师

梁启航

大律师

许琪莉

大律师

吴浩峰

大律师

吴语芊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曾国基

张玉燕

骆敏贤
邝嘉彤
邓建文
罗凯文
李 毅

戴俊贤
张瑗恩
陈天妮

大律师

非驻所成员
祈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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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御用大律师；
同袍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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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P. Elkinson

大律师

Jonathan Shaw

大律师

郭晓晖

资深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

Multimedia& Events

Multimedia&
Events
Onsite Events and
Conferences
The 2nd HK-SH Real Estate
Arbitration Summit (co-hosted
with JT&N) in Shanghai
and The Conference for the
Arrangement Concerning
Mutual Assistance in
C o u r t - o r d e re d I n t e r i m
Measures in aid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co-hosted with
the Hong Kong 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s)
in Hong Kong are two
successful examples of
onsite events and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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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edia& Events

On 1 December 2019, DVC and JT&N jointly held a seminar on the
18th Floor of Jinmao Tower in Shanghai. The seminar was attended by
Hong Kong barristers, Mainland China legal practitioners, arbitrators
and General Counsels of well-known real estate companies. They
had in-depth exchanges on practical issues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in Hong Kong, new trends of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field of real
estate business, and how to use arbitration to solve disputes of property
leases.
第二届沪港两地房地产仲裁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12 月 1 日，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和德辅大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上海国际仲裁论坛分论坛 -- 第二
届沪港两地房地产仲裁研讨会”在上海金茂大厦 18 层成功进行。本次研讨会由香港大律师、大陆执业律师、
仲裁员和知名地产集团法务负责人作为嘉宾围绕香港房地产交易中的实务问题、房地产争议解决新动态与新趋
势、如何利用仲裁解决房地产租赁纠纷等主题做了深入交流。
德辅大律师事务所许琪莉大律师和黄扬孝大律师分别以“一手房
地产交易注意事项”和“二手房地产交易注意事项”为主题，结
合具体案例分析了香港房地产交易中可能遇到的实务问题，如售
楼说明书与描述不符合，完工与交收时间的影响，什么是“良好
的业权”，如何证明产权及法院的认定等，深入分析了香港房地
产实务争议点。
大发地产集团副总裁兼法务中心负责人何立君先生曾在安邦集团、
龙光控股集团、新力地产等公司担任过法务经理等职务，对房地
产企业法务具有丰富的管理与实务经验。何先生以“房地产融资
政策及争议分析”为主题，对政策法规进行了梳理，从合规角度
对房地产融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融信集团助理总裁兼法务中心总经理、资深仲裁员董樑先生从房
地产融资、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角度，分析了房地产开发各个环
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结合房地产业界最近发生的疑难问题，分享
了从业经验和注意事项。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仲裁员马志成律师为诸多房地
产开发企业的投资、运营、金融化、争议解决等提供增值性法律
服务。马律师以“房地产争议新动态与裁判趋势”为主题，从房
地产开发经营三大案由争议的生效判决数量、态势和审理程序分
析了房地产争议裁判趋势，并结合最高法前沿争议点“一二级联
动开发项目，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和“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
合同中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做了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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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深仲裁员赵平律师以“如何
通过仲裁解决房地产租赁纠纷”为主题，从承租人的视角详细分
析了如何选择争议解决方式、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并详细分析了
房地产租赁纠纷中常见的“交还房屋”“消防验收”“房屋改建”
等八大实务疑难问题。
在圆桌讨论环节，马志成律师、许琪莉大律师、黄扬孝大律师、
何立志总裁等嘉宾围绕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从两地执行，临时
救济措施等方面热烈交流讨论了香港和大陆仲裁和诉讼的优劣势，
和仲裁实务中的相关问题。
在房地产行业发展大势之下，各地调控手段愈渐灵活而具体，对
于房地产纠纷裁判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次研讨会以沪港两地房地
产争议解决为主题，各位嘉宾结合理论与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对
沪港两地房地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与讨论， 获得了参会人员
一致好评，本次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Multimedia& Events

On 12 December 2019, DVC and Hong Kong 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s
(“HKCEA”) jointly held a conference with regard to the Arrangement Concerning
Mutual Assistance in Court-ordered Interim Measures in Aid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by Courts of the Mainland and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the “Arrangement”). The conference is HKCEA’s 5th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between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Hong Kong lawyers in terms of
preventing enterprise operational risk. The conference invited Hong Kong barristers,
Mainland China legal practitioner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and they shared their observations and opin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rangement effected on 1 October 2019.The conference further
strengthened legal professionals in understanding the Arrangement and promot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house counsels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Hong Kong legal
practitioners.

法律专业委员会与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内地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实务研讨
会

2019 年 4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分别代表两地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
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并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安排》是内地首次签署向其他法域仲裁程序提供保全协助的文件，允许
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同时内地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亦可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强制令及其他临时措施。该安排对
保全的范围、香港仲裁程序的界定、申请保全的程序、保全申请的处理等作出了全面规定。两地法院可据此通过预防性救济措施的相互协助，
促进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更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深入了解《安排》的内容、分享两地保全措施相关实务经验、促进中资法务与香港律师合作，法律专业委员会与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
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4 时 30 分至 6 时，在跑马地南洋酒店宴会厅举办：“《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
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实务研讨会”，邀请香港资深大律师、事务律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代表共同主讲交流。

专家研讨组专家成员

马志华（研讨主持）
达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陆栩然
大律师

赵俊威
大律师

何禄赞
大律师

卫绮骐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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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峰 （主持人）
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王鸣峰资深大律师于 1998 年开始
在香港执业，并于 2013 年被委任

讲者简介

为资深大律师。王大律师目前担任
香港证监会的非执行董事以及税务

上诉委员会副主席之一，亦是现任
香港大律师公会仲裁委员会主席。

蓝德业

林定韵

蓝德业资深大律师于 1999 年加入

林定韵大律师的民事执业范围十分

资深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行业。蓝大律师是处理跨境

广泛，涵盖了商业和公司诉讼的各

商业诉讼、公司事务和企业破产清

个方面，以及宪法与行政法诉讼。

盘事务的专家。他曾代表许多著名

林大律师同时在竞争法领域也具有

的大型金融机构、跨国企业以及投

丰 富 经 验，2016 年 1 月 林 大 律 师

资基金，处理涉及中国内地和外国

被任命为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外部

当事人的合同争端和股东纠纷、清

法律顾问。林大律师亦是香港大律

盘呈请以及公司清盘过程中的其他

师公会竞争法委员会以及仲裁特殊

申 请。 蓝 大 律 师 于 2015 年 5 月 2

委员会的成员。

日被委任为香港资深大律师。此外，
蓝大律师还是一位认可调解员。

何淑瑛

许琪莉

何淑瑛大律师于 2009 年加入德辅

许琪莉大律师的执业范围覆盖民商

大律师

大律师

大律师事务所。她处理各类民事案

法的各个领域。她参与过许多不同

件，执业重点包括商事法、公司法

种类的案件，包括商事争议、证券、

以及保险法。何大律师曾任香港大

公司、破产清盘、竞争、知识产权、

律师公会公司法委员会以及大中华

遗产、土地、司法复核及合规事宜。

事务委员会成员。何大律师还是《公
司条例：评论与注解》一书的合着

作者。此外，何大律师曾任江苏南
京三法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

罗志强

林彦华

罗志强律师为环球律师事务所常驻

林彦华律师是方达律师事务

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深圳的合伙人，其主要执业领域为
争议解决，包括跨境民商事诉讼仲
裁。罗律师在处理涉外合同、公司
股东争议、公司合规、常年法律咨
询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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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所 合 伙 人， 同 时 还 兼 任 了
HK45Ambassador。林律师的主要
执业领域为争议解决，包括诉讼、
仲裁及调查、合规等事项。

Multimedia&
Multimedia&
Events
Events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与德辅大律师事务所成功
举办“《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
全的安排》实务研讨会”
12 月 12 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与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合
作举办“《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实
务研讨会”。本次会议是法专委今年以来为防范企业运营风险，为中资企业
与香港律师搭建交流平台而举办的第五场专业交流活动，邀请香港大律师、
内地律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代表从不同实务角度分享在今年 10 月 1 日实
施生效的《仲裁保全安排》最新发展，进一步加强法律专业人士对《仲裁保
全安排》的了解，促进中资法务与香港律师合作。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总裁曾燊典到会指导。法专委主任委员郭建安，德辅大
律师事务所冯柏栋资深大律师、王鸣峰资深大律师、蓝德业资深大律师等
10 多名大律师团队，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志强律师、方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林彦华律师、达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志华律师，及华润集团、招商
局集团、中银香港、中国人寿、中粮香港、光大银行等共 70 多名中资企业
法务负责人、香港大律师、律师出席活动。
郭建安代表法专委致辞时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人员交往日益频繁
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拓展深化，两地在各个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产生可喜成
果的同时，也难免会发生一些纠纷。仲裁是解决商事纠纷的一种最常用的方
式，财产保全又是仲裁裁决得以执行和当事人权益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因
而备受当事人、仲裁员和仲裁机构的重视”。《仲裁保全安排》的签订实施，
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双方仲裁程序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支持香港发
展法律服务业和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是在坚持一国两
制方针下开展更加紧密的区际司法协助的具体体现。
专题演讲环节由德辅大律师事务所王鸣峰资深大律师主持，德辅大律师事务
所蓝德业资深大律师、林定韵大律师、何淑瑛大律师及许琪莉大律师作《向
香港法庭申请协助香港或内地仲裁的临时禁制令的实务讨论》专题演讲，分
享向香港法院申请临时措施的程序、临时措施的种类、选择临时措施的技巧
及法庭批发禁制令的实体要求等内容；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志强律师作
《香港仲裁中内地协助保全的措施及注意事项》专题演讲，系统地介绍了内
地法院作出保全措施的具体程序和要求；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彦华律师
作《从 < 安排 > 谈内地法院保全与香港仲裁庭临时措施的比较》专题演讲，
详细讲解了两地仲裁保全措施的差异，并就紧急仲裁程序下的保全问题作展
开讨论。
专家研讨环节由达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志华律师主持，德辅事务所何禄赞
大律师介绍了如何运用破产清算程序达到保全对方当事人资产的策略；德辅
大律师事务所陆栩然、赵俊威大律师就申请香港临时措施的相关实务经验作
了细化讨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顾问卫绮骐介绍了港仲受理两地保全申请的
具体情况及港仲对接落实《安排》的相关指引措施。
本次会议反映热烈，得到中资企业的一致好评。与会中资企业代表认为，该
《安排》是内地与香港法律界，特别是仲裁法律界近期的热点话题。但是，
仲裁保全安排在两地法律中有很大的差异，当事人和代表律师如何具体操作，
使申请获得法院批准，大家了解得还不多、不深。法专委联合德辅大律师事
务所共同举办本次研讨会促进了中资企业法务工作人员及香港律师、大律师
进一步掌握申请保全的指示和技巧，为熟练运用保全措施，维护各自企业或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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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he & Online Legal Courses
So far, 7 memb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online legal courses
programme (i.e., William Wong SC, JP, Richard Leung JP, Connie
Lee, Ellen Pang, Cherry Xu, Howard Wong and Look-Chan Ho).
The first series of the course (i.e., advocacy skills and cross border
enforcement) has been released on 6 July 2020. Another series of the
course will be made in September this year.
Such courses will remain online for at least 1 year. In addition, because
Zhihe is one of the top legal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and has more
than 200,000 active users, it is a great channel for PRC lawyers or
general counsels to further understand barristers and DVC.
各位国际仲裁律师请注意！香港资深大律
师，太平绅士的庭辩技巧！
中国境内仲裁与境外国际仲裁无论是程序、模式，还是规则、惯例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只有明晰
差异所在，把握应对策略，才能在国际仲裁业务中游刃有余。
智拾网诚邀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六位大律师带来国际仲裁系列课程，实力带领广大青年执业律师
轻松应对国际仲裁程序中的各大难点。
德辅大律师事务所于 1984 年由一群曾任职于前律政司署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的大律
师及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教师共同创立。事务所首任主席为嘉伯伦御用大律师 (Neil Kaplan,
C.B.E., Q.C., S.B.S)。嘉伯伦御用大律师于 1990 年赴任高等法院建筑及仲裁事务主理法官（现已退
休）。嘉伯伦御用大律师是国际知名的仲裁员。其后前律政司 (1979 至 1983 年期间 ) 祈理士资深
大律师 (John Griffiths, C.M.G., Q.C., S.C.) 及前律政专员 (1994 至 1998 年期间 ) 冯华健资深大律师
(Daniel R. Fung, S.B.S., Q.C., S.C., J.P.) 先后出任本事务所主席。该事务所现任主席为谭允芝资
深大律师（Winnie Tam SC, JP）。
该事务所的前成员中不乏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前任商事法庭主理法官石仲廉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Stone)、现任刑事法官张慧玲 (The Honourable Mrs. Justice Barnes)、及
现任公司法庭主理法官夏利士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Harris)。
该事务所的郑若骅资深大律师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该所成员还担任过多项重要公
职，包括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律政司司长、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法治
议程委员会成员、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公司改革委员会主席、税务上诉委员会副主席、证券
与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非执行董事、以及国际竞争网络非政府顾问等。多位事务所成员还在不同的
大学担任教授。值得一提的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的成员中有四名罗德学人以及超过二十名香港大
律师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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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仲裁中的庭辩技巧

——陈词及证人询问

第一部分

香港判决与内地判决

——相互强制执行及跨境仲裁
第一部分

普通法庭审流程简介
陈词技巧：如何准备开案陈词及结案陈词
证人询问技巧：如何准备主问、盘问及复问
国际仲裁中证人环节的常见程序问题

第二部分
如何准备证人
如何起草盘问大纲
案例研究
准备交叉盘问的关键要点

第三部分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
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部分精析
常见的执行手段
有关 2006 年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
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简
称“《协议管辖安排》”）的涵盖范围及焦点
香港法例第 597 章《内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
有关案例分析及解读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
件判决的安排》（“2019 互认安排”）的涵盖范围及与《协
议管辖安排》之比较

第二部分
跨境资产追踪部分精析

如何准备专家证人的盘问
主问、盘问、复问的区别、关键要点
交叉盘问中的常见误区

第四部分
案例研究
交叉盘问技巧重点回顾
庭审前的准备工作
国际仲裁中庭审环节的注意事项

常见手段
关于香港《高等法院条例》第 4 章 第 21M 条
有关案例分析及解读

第三部分
有关跨境仲裁的境外保全安排部分精析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
助保全的安排》生效后的实施情况
关于香港《仲裁条例》( 第 609 章 ) 第 45 条的实施
情况及案例分享

第四部分
境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强制执行

王鸣峰

黄扬孝

彭禧雯

许琪莉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
简介
关于香港《仲裁条例》( 第 609 章 ) 境外裁决的承
认和强制执行
关于香港《仲裁条例》( 第 609 章 ) 内地裁决的承
认和强制执行

梁伟强

李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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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Programmes with HKIAC

The “HK45 Arbitration Youth Organization 2020 Online
Courses” of HKIAC is designed for a series of onsite training
activities within a whole year, together with a number of leading
international and Red Circle law firms. Two of our members’
sections (i.e., Ellen Pang and Cherry Xu) will be hosted in this
September and October, respectively. So far, there were around
2,000 participants for each section. The webinar is in Live
broadcast and the audience could ask ques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platform that we use for the Webinar (i.e., Zhihe) and
the speaker could answer the questions right away. After many
attempts and tests at various Apps and platforms, Zhihe is finally
picked because it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a stable live streaming
platform with simultane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speakers and
participants, which are the key for a successful webinar.
It is also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video recordings for all
events and seminars of this project will be posted on Zhihe’s
platforms as free courses for a year so that young practitioners,
in-house counsels and even law school students could have the
access to such course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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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仲 HK45“国际仲裁与中国青年实务人才成长”训练营
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很高兴通知大家：我们将作为支持方与 HK45（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下属公
益组织）合作，并有幸合办港仲 HK45“国际仲裁与中国青年实务人才成长”训练营系列活动。
HK45 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下属公益组织，旨在为 45 岁以下对仲裁领域感兴趣的
专业人士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同时，为推广仲裁、强化香港及其他地区
的仲裁业献出一份力。
线上直播课程安排

1

5 月 8 日 周五 12:30 ～ 14:00

仲裁历史和国际属性浅谈

马志华

2

胡佳

6 月 12 日 周五 12:30 ～ 14:00

仲裁协议及其效力认定 - 英美法和中国
法实践

陈湘林

3

殊途同归 - 香港与内地仲裁程序的异与
同

卫绮骐

8 月 14 日 周五 12:30 ～ 14:00

揭秘仲裁证据的技巧与误区

徐献宏

5

柳洋

9 月 11 日 周五 12:30 ～ 14:00

交叉盘问的基本规划与技巧 - 如何准备
中国证人

陈湘林

Emmanuel Jacomy

7 月 10 日 周五 12:30 ～ 14:00

时磊

4

6

7

国际仲裁的“杀手锏”- 临时措施及裁
决的撤销与执行

彭禧雯

11 月 25 日 周三 12:30 ～ 14:00

国际投资仲裁与中国实践

许琪莉

10 月 16 日 周五 12:30 ～ 14:00

林彦华

Suraj Sajnani

彭俊杰

8

林卓君

12 月 11 日 周五 12:30 ～ 14:00

工程总承包合同纠纷国际和国内不同裁
判视角

王琳瑶

孙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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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with BCI & BIMC
The programme contains several sub-projects,
including the workshop for the mode of thinking
under the Common Law system supported by the
Guangdong’s High People’s Court & Shenzhe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and the company
restructuring and individual bankruptcy training.
Mr. Look-Chan Ho has finished his section and the
feedback is extremely positiv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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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t Database of the BCI & BIMC
In the meantime, BCI also initiated an expert
database for foreign jurisdic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Hong Kong law)
authoriz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ll
experts of the database could be hired by courts,
legislative bodies and companies to seek expert
opinions whenever they feel appropriate.
The database has more than 2,300 experts, and
Patrick Fung BBS, SC, QC, FCIArb, William
Wong SC, JP and Look-Chan Ho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elected as experts in the database.

冯柏栋

王鸣峰

何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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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HK Interview
CW Ling, Chairman of Hong Kong Mediation
Council and HKIAC arbitrator, shared his
views on the viability of legal claims that
are being made by various governments and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against the PRC
government. During the RTHK interview,
he highlighted issues of state immunity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iting
the South Sea arbitration case (2015) as an
example.

点击图片查看完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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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and Case Report
In the last 8 months, more than 20
articles, case reports and news have
been released in our Chamber's WeChat
Account and the number of followers
has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45%.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ur
WeChat platform, we expect to provide
more online service such as making and
receiving payments, providing online
trainings and online legal courses.
In this section, key articles and case
reports relating to PRC matters are
highlighted and explained. Through our
WeChat platform, the legal profession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gaine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mpress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DVC
and Mainland legal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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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understand the barristers’ world series(1) - (4)
Speaking of Hong Kong lawyers, many people would immediately connect
them with wigs and gowns showed in TVB series for years. However, in actual
legal practice, most of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in Mainland China do not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barristers’ responsibilities due to the huge
difference in legal traditions and the way how legal profession works. They may
ask if it is that true that all Hong Kong lawyers wear such attire when they appear
in cour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licitors and barristers in terms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How can a barrister be engaged? How do barristers charge
their fees? How could barristers be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Jun Du, the Director of Practice Development for
PRC matters, wrote this series of articles in order to offer a fundamental but core
introduction about barristers in Hong Kong. By introducing the special dress code,
responsibilities, engagement method, calculation of fee charges and etc., this series
of articles provide legal professional in Mainland China with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barristers’ daily work.

走近香港大律师系列（一）：装束篇

说起香港律师，很多人会立刻联想到港剧里面头戴假发、身穿袍子，在法庭上口若悬河的律师们。在现实生活中，香港律
师真的是以这样的装束出庭的么？戴假发的传统又是怎么来的？
律师是港剧里面永恒的题材，最早为人熟知的是 1992-97 年的《一号皇庭》、《怒火街头》、《四个女仔三个 Bar》：这几部电视剧里最吸引眼球
的莫过于大律师们出庭的场景，也有不少观众朋友因此对香港律师的法庭服饰产生了兴趣。那么，现实生活中香港律师真的会戴假发出
庭么？这个问题，要从香港的律师制度说起。
在香港的律师制度下，律师行业分成两个分支：一个是事务律师 (Solicitors)，另一个是大律师（Barristers），两者的工作内容有很大的
区别，而且在法庭上的着装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事务律师会处理更多的文书工作，而大律师则会经常出庭发言。
在裁判法院（Magistrates’ Courts）和区域法院（District Court）的公开聆讯中，事务律师可以代表他们的当事人发言，这个时候他们
除了需要穿深颜色的西装外，也需要穿律师的黑袍。而在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公开聆讯中，只有大律师和被授予“较高级别法院出庭
发言权”的事务律师才可以发言，很多时候大律师会穿黑袍和戴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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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法庭服饰源远流长，历史可追溯至 1635 年，这些服饰象征法律的尊严。

事务律师的袍子和大律师的袍子是不一样的，最明显的区别是律师的袍子有两对长长的衣袖，而大律师的袍子衣袖短
而宽、有折缝及纽扣，前面左侧会有一条长带子，左肩后有一幅象征帽子的小布。有一种说法指这块小布象征钱袋
（moneybag），以往的大律师不愿放低身段开口向客户要钱，只能通过转身背对客户露出“钱袋”提醒客户该付钱了。
但是伦敦最古老的裁缝店 Ede and Ravenscroft 则表示这块小布是纪念过往哀悼皇室成员逝世需要戴黑帽子的传统。
除此之外男性的事务律师或大律师在法庭上需要戴上白色有角的衣领（Wing Collar）和领带（Court band），女性则是
款式稍微有点不一样的领带 （Collarettes）。

Wing Collar

Court band

大律师服装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上的假发，假发是马毛做的，人手编织，价钱不菲。假发通常放于特制的、刻有大律师名字的长型或蛋
形盒内，很多大律师的办公室也有专门挂假发的架子。
关于假发，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由于假发都是手工制作的，同样型号的假发也不会完全一样，因此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亲身去试。负责销
售的工作人员会告知新晋大律师们，判断假发是否合适的其中一个标准是带上一段时候后取下来额头前是否有一道浅浅的红痕，这是因为，
在对方律师说话的时候大律师很多时候会摇头，如果没有红痕，就表示假发太松，用力摇头的时候假发可能会掉下来。
很多大律师认为，戴假发是专属于他们的荣誉。上面提到了香港有被授予“较高级别法院出庭发言权”
的事务律师（Solicitor advocate），他们和大律师一样，可以在高等和终审法院发言，关于这些律师是
否能带假发，在英国和香港都有过激烈的争论。香港律师公会曾经在 2013 年要求首席大法官马道立批准
Solicitor advocate 戴假发，此一提议遭到大律师会公会强烈反对，后来香港法院以这个提议可能会让法
庭混淆事务律师和大律师为由拒绝了律师公会的提议。

图片来源：The Telegraph

假发之不能说的秘密

很多实习大律师们或者暑期实习生会对大律师的假发充满兴趣。笔者在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曾经要求摸摸师父的假发，师父大手一挥说“拿
去玩”，笔者饶有兴致地研究完之后，问道，“你上一次洗它是什么时候？”师父答曰，“上一次？没有上一次。”笔者默默算了一下师
父的年资，把假发放回师父的红袋（见下文）。师父笑笑说，“香港好像没有洗假发的地方，反正我不知道有，这个问题以后最好也不要
问别的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始于十七世纪的资深大律师仪式用的服饰最为讲究，包括长及肩的假发、黑色丝质长袍 ( 内穿燕尾袍和背心 )、系上结扣的衣领、有黑钮
装饰的袍袖、从袍袖垂出来的花边衣袖、黑色及膝裤、黑色丝袜和钢扣漆皮鞋。袍后吊有黑色花饰，是过往用来保护昂贵的假发尾用的。
不过，这套服装只会在官方的仪式上，如每年一月的法律年度开幕仪 (Opening of Legal Year 上穿 )。平
日出庭资深大律师还是穿黑袍子和戴平常用的假发，不过他们的袍子是丝质的，和大律师们棉质的袍子
不一样，因此，晋升资深大律师也称“Take silk”而资深大资深的观众可能会记得，《一号皇庭》里面
出现过皇家御用大律师（Queen’s counsel)。在 1997 年回归前，香港大律师是有这个称号的，但是回
归后由于不再隶属女皇，因此改成了现在的资深大律师（Senior counsel)。也就是说，香港的资深大律
师和英国的御用大律师实际上是同一个等级，只是称呼不一样。
香港每年平均只会授予 4-5 名大律师资深大律师的称号，截至 2016 年，香港只有 99 多个资深大律师，
在人数上比英国的御用大律师要少得多。

2016 年资深大律师任命典礼
（图片来源：星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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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服饰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法官，会穿黑袍、带假发、
结上白色有角的衣领和领带。仪式用的服饰，则包括黑金袍、花
边衣领和衣袖、长及至肩的假发、黑丝袜及钢扣漆皮鞋。
至于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审理刑事案的法官，会身穿红袍、带假发；
而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则会穿着黑袍和带假发。原讼法庭法官
仪式用的服饰，则是红袍、花边衣领和衣袖、长假发、黑丝袜及
钢扣漆皮鞋。
在区域法院审理刑事案的法官，会穿紫
边黑袍，披红肩带，同样带假发；而审
理民事案件的法官，除了肩带由红色改
为紫色，服饰和刑事案法官相同。所有
区域法院法官仪式用的服饰，都是紫边
黑袍、红肩带、假发。

2016 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裁判官只需穿黑袍，无需带假发。仪式用的服饰同样是黑袍。

法庭服饰的意义

关于戴假发的原因，众说纷纭，不过总的来说，在法庭上穿长袍、
戴假发的好处，是可以稍为遮掩每个律师在年龄、性别和着装上
的区别，使法官或陪审团不会因为律师的不同年龄、性别或社会
地位而有所偏袒，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决。
其实，穿着传统的法庭服饰，亦能使律师把注意力集中在案件上，
不会对同行的衣着打扮评头品足，更不会因需要花时间细心打扮
自己而影响工作。笔者就试过在 Admission 仪式当天的早上赶着
出门，但是又担心刚睡醒头发很乱，此时笔者母亲提醒道，“今
天没有人看得到”。后来仔细想一下，如果因准备庭审熬夜，第
二天起来不用担心发型，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在实际工作中，大律师穿袍子戴假发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一般
的申请和程序可能都是以内廷聆讯的方式进行，只有案子的正式
审讯 (trial) 才是公开审理的。尽管如此，法庭服饰还是为大律师
的工作增加了不少仪式感和使命感，相信不少大律师在为案件奋
斗到半夜的时候，抬头看到假发，也会有更多的动力把手上的事
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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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香港大律师系列（二）：
职责划分与聘任篇
在香港，有一个高端的法律群体，因其善于辩护、理性缜
密以及为当事人的利益据理力争而闻名，他们的身影也因
经常出现在各类影视剧中而为人所熟知。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是维护香港法治的重要力量，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很高
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他们就是香港的大律师。

大律师起源于英国，在十三世纪初，“大律师”最先出现。
随后，法律专业发展至“律师”和“大律师”两个分流。目前，
除了英格兰及威尔士外，其他的司法管辖区如爱尔兰、北
爱尔兰、苏格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非仍然沿用这样
的“专业分流”。
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法律专业承袭英国的传统司法制
度。1844 年，香港制定首条《最高法院条例》，赋予当
时的最高法院委任大律师及律师的权力。自此香港的法
律专业便朝着“大律师”和“律师”两个分流发展。自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特
区基本法》确认了“一国两制”的制度 , 从而使得香港原
有的法律制度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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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律师与事务律师及其职责划分

如今，香港的律师按照执业特点主要划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大律师（barrister）和事
务律师（solicitor）。日常生活中，事务律师又被简称为“律师”。香港的法院自下

而上分为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及终审法院四个级别。在通常的法律实践中，
大律师可在所有层级的法院，包括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出庭，而事务律师的出庭发言权
是受到限制的（例如不能代表当事人在高等法院的审讯中盘问证人或于终审法院的聆讯
中发言），但通常可在裁判法院和区域法院出庭。

大律师比事务律师更注重辩护，是讼辩方面的专家，在香港俗称为“大状”，他们
的专长是“打官司”，为当事人据理力争，通过诉讼或仲裁为当事人排忧解难。而事务
律师则往往提供一般非诉讼性质的法律服务，例如楼宇买卖及按揭、草拟商业文件、公
司上市、离婚、赡养及子女抚养权、遗产、税务等等没有太大争议的法律问题。在实际
的诉讼案件中，大律师将发挥其专长，负责制定整体的诉讼策略、向法庭提交陈词大纲
及案例，并在法庭上陈词；而送达文件、预约开庭、准备卷宗、与法院沟通（包括通过
视频会议作证等技术问题进行沟通）或依据法官指示起草命令并送至法院盖章等等则属
于事务律师的工作范畴。
目前，香港大约有 1500 名执业大律师，其中约 100 名为资深大律师（包括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前的“御用大律师”)。资深大律师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终审法院的
首席法官会考虑其业内的能力及成就，委任少数出类拔萃者为资深大律师。
香港亦有少数拥有大律师资格，但却以雇员身份受聘于工商机构的“法律顾问”（inhouse counsel），他们不能在港私人执业。与此同时，一些海外的御用大律师（Queen
Counsel）也不时会以“项目认许”（Ad-hoc Admission）的方式，接受委聘到港为个
别案件出庭。

二、大律师的聘任方式

通常情况下，大律师必须经事务律师转介聘用，除了某些专业人士或机构在法例上允许他们直接委聘大律师外，当事人应通过
事务律师转聘大律师，并不能与大律师有直接的合约或委聘关系。同时，大律师也应当与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转聘制度可令大律师更加专注于钻研法律，一心一意地“打官司”，而事务律师则担任中间人，在大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做好沟通。
该制度考量的出发点主要为：大律师若与当事人有太过紧密的联系便可能会产生偏颇，从而影响其对案件的客观判断。当事人也许会
认为同时聘用事务律师和大律师，需缴付双重费用，会增加诉讼成本。其实不然，一宗诉讼的顺利进行往往需要事务律师和大律师分
工合作，两个法律分流的事务范围泾渭分明，各司其职，当事人亦可从中享有全方位更专业的法律服务。

三、转聘的例外情况
如上所述，一般情况下，当事人须经事务律师转介方可委聘执业大律师，大律师与案件当事人保持距离，有助其维持大律师的公正

无私及独立性。然而，依据香港大律师《行为守则》（下称“《守则》”）的相关规定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即香港大律师在《守则》
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某些特定范畴的专业人士，例如会计师、工程师、公司秘书、仲裁员、评税顾问、测量师、申诉专员、法律
援助服务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地产代理监管局、平等机会委员会、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等的直接委聘，称之为“直接专业委聘”。
与此同时，依据《守则》第十三章的相关规定，只要不涉及在香港进行法庭诉讼或本地仲裁的案件（指没有涉外因素的香

港本地仲裁），香港以外地区的执业律师或当事人，亦可直接咨询香港大律师意见，或直接聘请大律师代表其在港或
海外进行国际仲裁，而无须香港事务律师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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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香港大律师系列（三）：费用篇

在本系列的上一篇中，给大家介绍了香港律师的专业分流制度以及事务律师和大律师的职责划分，同时也
为大家介绍了大律师的转聘制度及其例外情况。而这一篇就由我进一步与大家分享香港大律师的费用组成
及其收费方式，相信这也是很多内地当事人和同行在寻找香港大律师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大律师的收费主要取决于不同案件的复杂程度、所需时间、自身资历深浅及经验多少等因素。
一般情况下，案件越复杂，大律师的资历越深经验越足，其收费也会相应越高，大律师可与聘用他 / 她的
事务律师自由协商所收取的费用。

1

香港大律师的出庭费用

一般而言，大律师的出庭费用由“委聘费”
（Brief）和“延

续聘用费”（Refresher）这两项费用组成。委聘费

是指大律师首日出庭的费用，此费用通常包括开庭的
所有预备工作，例如研读案卷材料、草拟开案陈词及

搜集法律数据等等。该预备工作的所需时间可为一日
至数日不等（注：首日出庭不包括在预备工作的范围

内）。延续聘用费则是第二日出庭直至案件完结这段

时间内的每日收费，该费用的数目通常会比委聘费低
一些。举例而言，如果某位大律师在一宗案件中的收

费是每日三万元，且该案件需要两天时间来完成预备

工作，则该大律师的委聘费便是九万元 ( 即三万元 x
两日预备 + 首日出庭的三万元 )。在上述举例中，每遇

到一个额外的出庭日，该名大律师均将收取三万元的
延续聘用费。

另外，若案件原定的开庭时间为三天，最终却在一
天 或 两 天 内 完 成， 一 般 而 言， 大 律 师 会 根 据 Vine
Formula 收集第三天一半的费用用以弥补其不能在第
三天处理其他案件的损失。

注：Vine Formula 为上世纪 60 年代时任香港律师会主席

P.A.L Vine 先生与当时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共同协商后确认
的规则。

2

香港大律师的其他工作费用

就大律师的其他工作而言，例如在会议或书面上提供
法律意见、草拟法庭文书等，其通常是按时间收费的，

即一定的小时费率（hourly rate）乘以耗费的小时数

是最为普遍的做法。大律师也可以与当事人及事务律
师协商一个定额作为提供法律意见的收费。有些大律
师会将审讯前会议的收费包括在委聘费内，也有一些
会单列出来额外收费。对此，当事人需事先查询委聘
费是否包括审讯前的会议在内。

3

实践中香港大律师的收费方式

依据香港大律师《行为守则》（下称“《守则》”）

的相关规定，大律师必须在出庭前与当事人议定费用。

由于每一位大律师在特定领域的资历不尽相同，因此
收费亦不能一概而论，并通常会因其执业年数及经验
的多少而存在差异。在这些大律师之中，资深大律师
因其造诣高深，出类拔箤而会收取相对较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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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大律师的收费可于事前协商，但一经议定

就必须支付，个别当事人亦可以透过事务律师与大律
师商定收费。

实践中，事务律师通常有责任就聘用大律师相关事
宜向当事人提供意见，并向当事人解释具备何等资
历背景的大律师较为适宜处理本案，包括大律师可
能会在本案花费的时间等。若当事人认为事务律师
所聘用的大律师收费过高，其可要求改聘与本案争
议金额更为匹配的大律师。

依据行业惯例，当大律师提出其所建议的收费标准
并获得客户认可时，原则上即视为得到聘任。换言
之，大律师获聘的这一刻，并非当事人第一次与大
律师会面或是第一次开会收到相关法庭文件的时
候，而是取决于双方是否已在收费条款上达成一致。
若当事人或其事务律师只是暂时要求大律师预留时
间，而没有答应委聘，则大律师同样不算已经受聘，
亦不能以获聘为由收取费用。
大律师一旦正式获得聘任，事务律师就会尽快（不
得晚于上庭前）向大律师发出委聘书，并载明双方

同意的收费金额及工作条目；委聘书一经送达大
律师，就算双方在开庭前和解，大律师亦有
权按委聘书所载收取费用。

另外，依照行规，一旦委聘书正式发出，即
使当事人未全额支付事务律师的费用（包括
由律师行收取的律师费），事务律师仍需支
付大律师的委聘费用。

4

处理大律师收费纠纷的机制

通常情况下，若事务律师认为某位大律师的收费过
高时，他可以选择委聘其他的大律师，或试图与该
名大律师协商调低其所建议的收费标准。在某些特
殊的情况下，若大律师的收费与他所承接的工作严
重不符，可因其收费不合理，违反大律师纪律而向
大律师公会执委会进行投诉。
若事务律师与大律师间就大律师收费所产生的纠纷
无法得到解决，大律师公会执委会和律师会理事会

所设立的联合审裁小组将会对纠纷做出裁决。届
时，审裁小组将由一名大律师及一名事务律师组成，
由其专业团体分别委任，并做出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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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香港大律师系列（四）： 香港大律师与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
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是替代法院诉讼的争议解决方式，通常是指法院
诉讼之外的各类争议解决途径。有些案件采用传统的诉讼程序即能较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但也有不少案件需通过其他
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方能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求。
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存在多种形式，例如仲裁、调解、专家评审等，其凭借尊重合意、快捷灵活、成本较低等特性而越来
越多地受到当事人的欢迎，香港大律师在上述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中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调解

调解由当事人自愿参与，并由调解员协助争议各方在良好的气氛
下，达成既能满足各方所需，又为各方所接受的和解，最终争议
各方所缔结的和解协议是一项具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在此过程中，有经验的调解员会采用适当的方式促进与帮助各方
达成和解并实现双赢，各方均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听取对方
的意见。香港在 2009 年进行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其基本目标
包括在合理、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从速有效地处理案件以便于解
决争议，而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在法院外选用其他
替代性争议解决的方式，例如通过调解来解决争议，最终达成和解。
香港有关调解的《实务指示 31》（下称“《实务指示》”）亦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根据上述《实务指示》，当事人在诉诸法院前，应探索以调解解
决争议的可能性。无理拒绝调解的一方，将面临承担诉讼费用的
不利风险。《实务指示》为调解订立了一个框架，即当事人在通
过调解解决争议后，须签订调解证明书并进行存档，以此表明他
们已获建议可通过调解解决争议。《实务指示》同时还规定，送
达调解通知书的一方必须列明其调解建议，而另一方必须送达调
解回复书表明其立场。如回复方拒绝调解，则必须阐明其原由。
调解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其职责是协助当事人通过调解寻求各
方均可接受的和解方案，最终达成和解协议。但调解员并无权力
要求当事人达成任何和解。

大律师在调解中的角色

香港大律师除了可于调解中担任调解员外，也会在调解过程中以
大律师的身份代表其当事人。大律师精于讼辩、擅长找出争议的
根节、能够了解当事人的需求和期待，并且十分注重维护当事人
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们同时还会为当事人客观预测最好、最坏甚
至最可能产生的后果，让当事人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对己方有利的
条件及论据强弱等，作好万全的准备，力争各方均能接受及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于国际仲裁

在涉及国际商贸的争议中，当事人通常有着尽快解决争议的需求，
此时国际仲裁便成为了最常用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香港位于
亚洲的中心位置，是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司法独立性最高的法域之
一，因此是国际仲裁非常理想的仲裁地点。同时，香港《仲裁条例》
更是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基础上，
融合了香港本地及国际仲裁的法律制度，且该制度为境内外投资
者所熟悉，并被中外当事人所广泛接受。随着争议的不断“国际化”，
争议解决的方式也随之与时俱进，如今的国际仲裁经常需要各地
律师相互协作，香港大律师亦能在诸多方面为海外或内地当事人
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除此之外，香港律政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4 月签署了具有开创性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
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下称“《安排》”），《安排》
亦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
《安排》的签署是香港受惠于“一
国两制”的重大突破，标志着香港成为全球首个以及唯一一个由
指定仲裁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当事人可向中国内地法院申请保全
的司法辖区，可以更好地保障仲裁程序的有效进行。

大律师在国际仲裁中的角色

香港大律师在涉外贸易纠纷和国际仲裁中，除了代表当事人出席
法庭、仲裁聆讯和提供多方面的法律意见外，亦可担任仲裁员。
由于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之一，不少香港
大律师在国际仲裁中具有丰富的经验。而在仲裁技巧方面，例如
国际仲裁庭审过程中经常涉及的开庭陈述及交叉询问等技巧，均
为大律师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其优势所在。除此之外，香
港大律师通常可熟练运用中、英文甚至可以同时使用多国语言，
不但可以无障碍地完成与中国内地当事人的交流、律师间的交流，
同时也使得香港大律师在多语并用的国际仲裁中占据了独特优势。
在争议之初，若牵涉到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大律师会为当事人
分析形势，评估胜算，协助其为仲裁作好准备。香港大律师接受
传统的普通法训练，除了熟悉香港的法律制度，也对世界各地使
用普通法地区的制度颇为熟悉，并可就香港法或国际法问题提供
法律意见。同时，鉴于香港大律师的上述优势，他们也经常会与
内地律师组成对两地法律皆为熟悉的法律团队，与内地律师一同
协作，互补优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聘请国际律师事务
所中的一整个争议解决团队，在仲裁案件中聘请单个香港大律师
往往具有更强的成本优势。

如何在仲裁中聘任香港大律师

有关香港大律师的聘任方式及聘任的转介制度，笔者已在之前的
系列文章中进行了介绍。但此处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依据香港大
律师《行为守则》第十三章的相关规定，任何形式的仲裁案件均
属于大律师转介制度的例外情况，即任何香港本地或具有涉外因
素的国际仲裁案件中，各地律师或当事人均可直接咨询香港大律
师意见，或直接聘请大律师代表其在港或海外进行国际仲裁，而
无须香港事务律师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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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ross-examination
This article was authored by William Wong SC, JP and Michael
Lok. By providing practical tips for the preparation for crossexamination using the example of Sun Yang case,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profound guidelines for preparing for crossexamination both in court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准备交叉询问的关键要点：
背景简介

最近，孙杨在国际体育仲裁庭的一案在坊间引起了不同的回响。
除了体育界外，法律界及法律学者亦加入了讨论， 并尤其对仲裁
中的程序及交叉询问作出了不少的评论。当其他评论员已深入讨
论该仲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时（包括证人在交叉询问中的表现等
等），我所的王鸣峰资深大律师和陆栩然大律师亦希望借此机会
与大家分享几个交叉询问的实战「小秘方」。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是《大律师执业行为守则》中的相关内容，即：
「执
业大律师不得培训或鼓励任何证人作出不真实的证词」[1]。但该
守则同时也规定了：「执业大律师若是表达一般警告要求提供真
实证词，或是通过质疑或测试的方式去检验潜在证人的证词（包
括提请证人注意与证据不符或其他难点）等就不会违反上述守则。」
[2] 而后者恰恰是最重要的。做好充分的准备是诉讼 / 仲裁成功的
关键，而对待证人的方式也可能是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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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译

原文为：“A practicing barrister must not coach
or encourage any witness to give evidence

different from the evidence which the witness
believes to be true.”

【2】

笔者译

原文为：“a barrister will not have breached the
foregoing by expressing a general admonition
to tell the truth, or by question and testing in

conference the version of evidence to be given

by a prospective witness, including drawing the
witness attention to inconsistencies or other
difficulties with the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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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您的证人理解程序

2

让你的证人「做足功课」

绝大多数的平常人此前从未涉足法庭或仲裁庭。对于很多人来说，
法庭或仲裁庭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切
记一定要向您的证人解释相关的法律程序，以便让他们更好地去
了解将来可预见的情况。另外，虽然仲裁程序大多数是保密的，
但普通法系的法庭程序一般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您可以带着自己
的证人来旁听其他法庭的程序，并了解有关程序（尤其是盘问）
是如何进行的。

证人通常会准备好证人陈述 / 证词，这些文件通常由律师根据证
人的指示所编制 , 而这些文件也会用到法律术语编写而成。因此，
有必要提醒您的证人提前再次审阅自己的证词，以便让他们记住
自己在书面陈述中所说过的内容。事实上，找出证人先前的书面
陈述及口头证据间的差异是一个老练的诉讼律师最重要的技巧之
一。

3

不要忽略自己也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6

小结

对于交叉询问对方证人，要记住您是在试图降低对方证人的可信
性，同时挑战他们对有关事件的说法。这意味着您必须对案件非
常熟悉，一旦对方证人提出与证据相矛盾的说法，您就应该对此
提出反驳或挑战。有些人喜欢把所有问题都写下来，也有些人可
能更喜欢在笔记上做简短的要点归纳。但是，无论如何，在交叉
询问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您可能
不得不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或是在当下提出一些您打
算以后再讨论的话题。这完全取决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您必须
独立思考并作出应对。

最后我们也要切记，交叉询问亦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来向仲裁庭或
法庭讲述己方的故事。因此，除了考虑如何给对方证人“设置陷阱”
之外，您还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通过交叉询问来陈述己方的立场。

充分准备您的证人

即使您的证人已非常熟悉有关事实经过 ( 不幸的是，在现实操作
中往往还达不到这等程度 )，他们在法庭中回答问题的时候也可
能会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意味着您需要和您的证人一起准
备，并把自己当作是交叉询问的对方律师，充当「魔鬼的律师」
(devil’s advocate)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您不能“教导”证人
如何应答，但是您可以向他们指出与证据的相悖之处及困难点。

4

5

王鸣峰

陆栩然

与您的证人一起准备交叉询问

这是准备自己证人和盘问对方之间的相互借鉴部分。一个有用的
技巧是您可以与当事人 / 证人一起准备对对方证人的交叉询问题
目。这是极其有帮助的，首先，当事人 / 证人可能更熟悉案件的
某些细节，因此可以激发您在反攻另一方时的应对方针。与此同
时，通过这一过程，有关的当事人 / 证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预
见对方将如何对其进行盘问，是一石二鸟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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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on Asset Preservation Measures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was authored by William Wong SC, JP and Ellen
Pang. By introducing the time when a party could apply for an
asset preservation order in Hong Kong, the test for the grant of
a Mareva Injunction, the standard terms and other important
elements, the article provides examples of best practices for an
asset preservation measure application in Hong Kong.
香港财产保全实用问答

财产保全是国内诉讼 / 仲裁程序中常用的手段之一，内地当事人在香港启动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香港法院能不能
对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进行保全，具体如何执行。因此，本章将讨论大家关心的财产保全问题。
Q

在香港启动诉讼 / 仲裁程序，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吗？

A 和国内法院的财产保全制度不一样，香港法院无权直接冻结或者保全一方当事人的资产，但是香港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颁发资
产冻结令（Mareva Injunction），命令其不得处分资产或部分资产。违反法院的该等命令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申请资产冻结令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案件具有良好理据 (Good arguable case)
（2） 被申请人在香港境内有资产
（3）有转移资产的风险 (Real risk of dissipation)
（4） 法院在考虑禁令对双方利弊后，认为应当颁发禁令 (Balance of convenience)
需要注意的是，第（3）项条件即“有转移资产的风险”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单纯的推测 (speculation) 不足以满足该项条件。这
也是香港和内地法院在财产保全制度方面的重大区别之一。

25

A WORLD OF COUNSEL

Articles
Multimedia&
Events

Q

需要自行调查对方当事人的资产吗？

A 不需要。香港法院在作出冻结财产的命令的同时
有权命令被申请人自行披露资产的相关信息 (ancillary
disclosure order)，包括：
· 提供一个声明或誓章披露资产的相关信息
· 披露某些特定文件
· 回答申请人发出的质询书

Q

生活费和律师费怎么办？
A

“本命令的例外情況
1. 本命令并不禁止被告人以每星期【 】港元作为
其日常生活费用、及【 】港元作为法律谘询及聘请律师
的费用，唯使用任何该等款项时，被告人必须书面通知
原告人代表律师该等款项将由何处所出。
2. 被告人可与原告人的律师就应否提高上述开支
限额及应否更改本命令的其他内容达成协议，但这些协
议必须是书面的协议。
3. 如被告人向法庭缴存【 】作为保证金，又或
与原告人的律师达成协议或获法庭批准，安排以其他方
法作为与该笔款项等值的保证，则本命令的效力即告终
止。”

由于不需要自行对被申请人的资产进行调查，申请临时
措施的准备工作也变得相对简单，可以大大缩短从开始
准备到提交申请的时间，为申请的一方取得时间上的优
势。

Q

是否需要提供担保？

香港法院颁发资产冻结令一般不要求申请人提供
担保，但是会要求申请人承诺，如果被申请人因临时
措施蒙受损失，且法院裁决被申请人应获得赔偿，则
申 请 人 需 要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cross undertaking as to
damages)。
A

被申请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fortification)。申请条件是被申请人需要向法院证明：
（1）被申请人可能因临时措施蒙受重大损失；
（2）其有理由相信申请人没有能力赔偿该等损失。

Q

资产冻结令长什么样？

A 资产冻结令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有一些常见的条
款。比如最为关键的、限制处置资产的条款：

“限制处置资产

被告人不得，不论由其或其佣工或代理人或其他任何人
(1) 把他在香港境内价值达【 】的任何资产移离香
港，无论该资产是否在其名下及是否他个人或联权拥有亦
在此之列，或
(2) 以任何形式处置、处理或缩减他在香港境内价
值达【 】的任何资产，无论该资产是否在其名下及是否
他个人或联权拥有亦在此之列。
这项禁制包括于
【 】
银行开设的帐户编号
【】
内的任何金钱。
”

基本的生活费和律师费属于命令的例外情况：

Q

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出单方申请？

A 首先要明白单方申请 (ex parte application) 和一
般申请 (inter parte application) 的区别。在香港，只
有存在紧急性或者机密性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单方申
请，而单方申请又分为没有通知的单方申请 (ex parte
without notice) 以 及 有 通 知 的 单 方 申 请 (ex parte on
notice) 。

一般而言，除非紧急的程度使得申请方无法通知对方，
或者提前通知会使得申请失去意义 ( 比如申请的内容是
禁止对方把银行账户里的资金转走 )，否则实践中一般
会提前通知对方。
在提出单方申请时，申请方有责任对申请作完整且诚实
的披露 (full and frank disclosure)，包括对方可能反对
申请的理由。即使所披露的内容对申请方不利，申请方
亦有责任进行披露，否则在申请成功后，对方可能会以
申请方没有披露重要事项 (material non-disclosure) 为
理由向法庭或者仲裁庭申请取消临时禁令。

王鸣峰

彭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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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on the
enforcement of
arbitration award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was
authored by Adrian
Lai, Ellen Pang and
Martin Lau. By
explaining the process
of the application
for enforcement and
critical practic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line for Mainland
China practitioners
regarding the best way
to enforce arbitration
awards in Hong Kong.

在香港执行裁决的实用问答
Q

如何在香港申请执行境外、内地裁决？

执行的第一步是取得香港法庭的批准（leave to enforce）。申请
方法很简单，向法庭提交誓章（affidavit）并附上经过公证认证的仲裁
协议和仲裁裁决就可以了。注意如果仲裁协议或裁决不是中文或英文，
需要附上翻译。
A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申 请 执 行 可 以 以 单 方 申 请 形 式 提 出（ex parte
application），不需要事先送达给对方，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Q

申请法庭批准需要多长时间？

Q

申请执行需要开庭吗？

Q

申请执行是不是必须聘请香港事务律师？

Q

如果申请符合规定，法庭通常会很快颁下命令。实务中通常需要
几周左右。
A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如果法庭审阅申请后觉得没有问题，会直接
以书面形式颁下命令。如果法庭认为申请有潜在问题，会指示申请方
发出传票（summons），通知对方来开庭。
A

A 是 的， 香 港 法 庭 程 序 需 要 聘 请 香 港 事 务 律 师（solicitors’
firm），由事务律师转聘大律师。

理论上申请人也可以作为无律师代表诉讼人
（in person）
自行提出申请，
不过鉴于提交给法庭的文件有一定形式要求，一般人难以处理，还是
建议聘请律师。

拿到法庭命令之后需要怎么做？
A

申请人需要负责起草命令，送到法庭盖章后，尽快送达给对方。

如果被申请人不在香港境内，需要法庭批准域外送达（leave to serve
out of jurisdiction），所以在申请法庭批准的时候需要同时申请向法
庭申请批准域外送达。

Q

对方可以反对执行吗？

Q

法庭会如何审理撤销申请？

可以。被申请人可以在收到命令的 14 天内提出申请撤销法庭批准
执行的命令（“撤销申请”）。如果是域外送达的情况，提出反对申
请的时间则不一定是 14 天内，有可能是法庭规定的其他时间，具体要
看法庭命令的内容。
A

A 可以。被申请人可以在收到命令的 14 天内提出申请撤销法庭批准
执行的命令（“撤销申请”）。如果是域外送达的情况，提出反对申
请的时间则不一定是 14 天内，有可能是法庭规定的其他时间，具体要
看法庭命令的内容。

黎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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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on the National Anthem Ordinance
This article was authored by Sabrina Ho. After
the new ordinance came into effect, there is
a lot of rumour and mis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swers to all key questions of
the new ordinance.
唱歌走音不违法
何淑瑛逐一解答“国歌法”疑团
【橙讯】“国歌条例”虽然已于 6 月 12 日刊宪生效，惟坊间仍然对条例有不少误解，亦有
人担心会误堕法网。《橙新闻》今次邀请了大律师何淑瑛为大家解读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
以下是何淑瑛的详细解答：

Q

“国歌条例”主要防范、制止和惩治哪些行为？

A 何淑瑛：订立“国歌条例”有两方个主要目的，第一
要维护国歌的尊严，防范，制止和惩治不当使用国歌或侮
辱国歌的行为；条例第三部分已明确订明，不当使用国歌
和侮辱国歌罪行的构成和刑罚。

第二是要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以及弘扬爱国精神；“条例”
第二及第四部份清楚列出，奏唱国歌的标准和礼仪，以及
必须奏唱国歌的场合，并明确规定推广国歌需要纳入小学
及中学教育之中。
Q

何淑瑛

“国歌条例”规定任何人公开及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
奏唱国歌，即属犯法，但不同演唱者有不同的演绎方式，如何界定“歪曲、贬
损方式奏唱”？唱国歌走音是否犯法？如有人全新创造了一首歌曲，但若部分
听众认为歌曲与国歌相似，属抄袭、修改国歌，哪又如何判断？要相似到什么
程度，才算是“修改国歌”而不是另一首歌曲？
A 何淑瑛：“国歌条例”第 7(8) 条，订明了“侮辱国歌”是指损害国歌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的尊严。条例中没有再就“歪曲、贬损方式奏唱”作进
一步的解释。

一般而言，相信如果在演绎国歌时加入粗俗或不敬的语句或不敬的表现，会视为“歪
曲、贬损方式奏唱”，至于具体包括什么行为表现，相信在未来法庭相关案例会有
更详尽的解释。
另外，若唱国歌时走音，如果没有侮辱国歌的意图或不是故意的，不属犯法。“国
歌条例”第 7 条只是针对有意图及故意侮辱和损害国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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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国歌条例”第 8 条阐明了“视为国歌，其歌词或其曲谱的乐曲、文字或曲谱”的定义：

(a) 凡乐曲 ( 不论是否包括拟伴随该乐曲而唱出或讲出的文字 ) 与国歌的相似程度，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该乐曲就是国歌或国歌
的部分，则该乐曲须视为国歌；
(b) 凡文字 ( 不论是否以书面表述 ) 与国歌歌词的相似程度，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该等文字就是国歌歌词或国歌歌词的部分，则
该等文字须视为国歌歌词；及
(c) 凡曲谱与国歌曲谱的相似程度，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该曲谱就是国歌曲谱或国歌曲谱的部分，则该曲谱须视为国歌曲谱。
至于什么是“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该曲谱就是国歌或国歌部分”，法庭会以一个合理的人的角度来审视情况，根据每首歌曲的相似程
度来判定。如果部分听众认为歌曲与国歌相似，那会是其中一项法庭考虑该歌曲是否应视为国歌的因素。
而要相似到什么程度才会视为国歌，条例中没有硬性的规定，不是说歌曲中有多少个音跟国歌一样，还是歌词有多少个字跟国歌一样
就算或不算是“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该歌曲就是国歌”。具体来说一首歌要相似到什么程度才会视为国歌，需要按法庭未来审理“国
歌条例”的案例来作出更明确的分析。
Q

过去美国有百多位美式足球员曾在各场美式足球赛事，以单膝下跪、坐下、拒绝肃立，或在奏完国歌后才步出球场等
方式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开腔谴责；而香港亦曾出现球迷嘘国歌事件，在“国歌条例”生效后，将如何处理有关
事情？
A
何淑瑛：球迷嘘国歌的意图明显示是为了侮辱国歌，损害国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的尊严，且行为是在公开场合作
出，该些球迷犯下“国歌条例”第 7 条 (2) 的罪行，即任何人如公开及故意以任何方侮辱国歌，已属犯罪，可被罚款及监禁三年。

Q

若有人在私人场合作出侮辱国歌的行为，被出席者拍下影片，并在网上发布。在“国歌条例”下，哪方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何淑瑛：发布者较大机会违法。如果发布者是故意公开片段，而公开该片段的意图是侮辱国歌，发布者便干犯“国歌条例”第 7(3) 条，
“任何人如意图侮辱国歌，而故意发布—— (a) 经篡改的国歌歌词或经篡改的国歌曲谱；或 (b) 以歪曲或贬损的方式奏唱的国歌，即
属犯罪”的罪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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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lay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law
industry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speeches given by
Catrina Lam, John Hui and Sabrina Ho to consider for DVC and
Cambridge Global Conversations (CGC). Shall we be afraid of technology?
Will lawyers start incorpo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into their daily
practice to reduce legal fe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comprehensive answers
to those questions.
To Conclude, Daniel Fung SBS, SC, QC, JP, FCIArb, CGC’s Founding
Chair, wraps up with a robust analysis of how the black swan of 2020
intersects with many of the most pressing existential challenges today.
Click on the links below to listen to the podcast:

冯华健

https://anchor.fm/camglobcon

CGC 机器学习｜法律行业

在此次访问中，香港德辅大律师事务所的成员们就我们当前面对的存在性危机进行了讨论。我们是否应该对科技产生恐惧
心理？律师是否会开始将人工智能工具纳入日常执业的使用以降低法律费用？林定韵大律师、许其昌大律师以及何淑瑛大
律师针对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DVC：人工智能对法律执业者及法律系统所带来了哪些便利及好处？
林定韵大律师：在谈论人工智能对法律执业带来的好处之前，我认为首先应该对人工智能作出定义。应
该不少人都知道，通用人工智能和专业人工智能是不同的。在《终结者》等科幻电影中，我们见到的是
通用人工智能，机器变得比人类更为聪明，并最终统治世界。但是事实上，我们距离通用人工智能还有
很远的距离，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并非关于《终结者》中那样可以行走的机器。现在更常被人们关注的
是专业人工智能。
认知计算是最近的一个热门词，认知计算意味着训练机器，让他们具有思考及决策的能力。我认为人工
智能对于法律的发展是起到推动性作用的，因为法律和人工智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我们观察历史上
法律规则的发展时，为了避免过度简化的风险，法律判决一般包含找到相关的法律原则、将法律原则应
用到当前所处理的案件事实之中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十分适合法律中以逻辑为基
础的思考方式。

林定韵

我认为人工智能对法律执业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其快速处理及分析大量文件及数据的能力。虽然人工智能无法替代法律执业者的
独立决策，但是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律师快速找到需要分析并评估的相关文件或判例。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好处是著名英国法律科
技先驱 Richard Susskind 教授所提到的『自动化及变革』的概念。自动化指的是将科技运用到现存的效率较低的工作方式上，
而变革指的是运用科技去创造在过去由于种种限制不能实现的工作方式。在 Susskind 教授的最新著作《网络法庭及正义的未来》
(Online Courts and the Future of Justice) 中，他主张就小金额民事争议建立网络法庭。法官（而非人工智能）并非在法庭或
是虚拟法庭中审案，而是在线上平台颁布决定。争议各方亦通过在线平台提交文件及法律意见。这样的设计能够解决现有法律
程序对于无律师代表诉讼人花费过高及效率过低的问题。
我们已经在英国看到了这类在线服务应用于金钱索偿、离婚申请以及税务上诉等法律问题中。英国上诉审裁处也开始使用新的
文件上传系统帮助使用者提交文件及缴付讼费。同时，新加坡也在 2013 年启用电子诉讼平台，争议双方可以上传最高法院文件，
通过电邮及短信管理案件流程以及在线浏览文件。我认为法庭程序电子化能够对香港法院现有的法律流程带来极大的好处。这
也能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自今年 1 月起，由于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原因，法庭关闭造成不少案件堆积，而法庭程序电子化能够
帮助解决这些案件后期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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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C：许大律师，在众多法律服务中，你认为哪些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改变并成功商品化？律师们在哪些领域最能够发挥
人工智能的潜力？
许其昌大律师：法律行业是否接受人工智能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和人类做出一
样的决定，并且完成同样的任务，那律师们的确需要开始担心人工智能彻底取代律师并完全占据法律市场。
但是，我认为现在谈人工智能彻底取代律师尚为时过早。现在人类的许多功能仍是不可替代的，我能给出
几个例子。首先，人工智能不能检测人类情感，当机器算法阅读文稿时，它们未必能够理解其背后的情感。
比如，当一个人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做的很好，这是十分出色的工作』，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恰恰相反，
但是机器却无法识别。一个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能和他使用的语言并不相称，或者他的语言在特定的语境
中具有不同的意思。而在诉讼过程中，有时一句话就可能成为诉讼胜负的转折点，因此人工智能可能会辜
负你的期望。

许其昌

决策评估及战略制定也是人工智能目前无法做到的。人工智能很难对一个行为作出利弊权衡，或衡量风险。诉讼律师时常在制定
策略时需要预判诉讼对方及法庭可能采取的回应。目前人工智能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的帮助较为局限。
人工智能也不能针对如何说服法官来制定讼辩策略。为了最大化我们发言的说服力，大律师时常需要考虑如何吸引法官的注意力，
让法官对于我们的讼辩感兴趣，并产生同情及共情，但同时我们又要避免惹怒法官。我认为现有的人工智能科技还不具备这样的
能力。
最后，人工智能没有即兴发挥及打破常规思考问题的能力。有时，解决客户需求的答案并非在案件之中，在遇到难题时，客户可
能有其他可采用的法律及商业策略。我认为现有的人工智能还不能帮助客户做到这些。
总的来说，虽然人工智能能够为律师带来效率及便利的提升，但我认为律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被取代的。

DVC：人工智能能够从事常规性工作，电子文件披露以及大数据分析等。那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我们不能让人工智能发
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解释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变得日益重要吗？
许其昌大律师：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有许多实际运用的机会，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例子。

第一，法律检索。当你在谷歌搜索中输入一个问题，搜索结果界面会显示一系列网站及内容简介，并且搜索得到的结果常常能够
准确解答你的问题，进而不禁让人疑惑谷歌是怎么样解读我们的问题并精准地找到答案的。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让法律检
索达到同样的效果。现在，如果你想要搜索一个法律问题的答案，你需要猜测这个问题会怎样在判决中被谈及并通过关键词组织
搜索链。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你只需要输入你的法律问题，人工智能会替代你进行搜索的工作，并提供涵盖所有相关案例的完
整答案。并且电脑能通过算法告诉你哪一个案例的哪一个段落能够最好地解答你的问题。人工智能甚至能够提供对立的案例，并
建议你如何对这些案件作出区分。
第二个例子是一致性检查。许多诉讼律师都被要求检查客户的证人陈述书是否与其他文件或其他证人陈述书有不一致的地方，这
个过程十分冗长。而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你可以要求机器阅读并理解一个案件的所有文件，协助你完成一致性检查。人工智能
擅长检查时间、地点、人物等关键信息，功能更为强大的算法甚至能够找到内容上的不一致性。例如，你的客户可能在证人陈述
书中提到他因十分生气而致电了另一个人，但是聊天记录却显示你的客户其实与对方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第三个例子是文件管理。当人工智能能够阅读及理解文件时，律师们能够更好地管理书面通讯及其他文件。只要按下一个按键，
电脑就可以协助律师将文件依照时间、涉及人物甚至相关内容进行排序。例如，如果你需要找到你的客户和另一个特定人物在某
一日期前就有关合同内容进行讨论的通讯，人工智能工具能够依照时间顺序替你找到最相关的内容。
我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对诉讼服务带来无数的改变。在律师与计算机工程师的协作下，我们能够在法律领域预见更多的可商业化的
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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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C：人工智能法律服务会变得更为普遍，如果不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话，是否会被其他人认为稍稍落后？
何淑瑛大律师：我认为在一些法律领域这种现象的确将会出现，在一些领域你的确能够看到紧随科技发
展的必要性，例如电话会议及视频会议在法庭中的使用。视频会议在仲裁中十分常见，因为法律代表、
仲裁员及客户可能身处不同地区，而视频会议可以使仲裁各方免去旅行的必要。但是在法庭诉讼中，我
们仍在探索更广泛的科技运用。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法庭聆讯的延期，高浩文法官在 2 月末的
Cyberworks Audio Video Technology Limited v Patrick Tong 一案的判决中指示各方通过电话进行程序聆
讯。高浩文法官提到了一些人对于以电话聆讯取代面对面聆讯对聆讯公开性所产生的担忧，但在权衡利弊
后，他认为不能因为基于公共卫生原因失去面对面聆讯的机会就让所有民事案件的处理陷入停滞。虽然此
案是关于电话会议在程序聆讯中的运用，但是我认为这能够为法庭及改革委员会就扩大电话及视频会议科
技的运用做了一个较好的铺垫。至少他们会开始试图制定相应的指示以确立科技运用的适当条件。所以我
们应该关注这些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何淑瑛

除了法庭聆讯外，视频会议在法律教育中的运用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大发展趋势。例如我们观察到有一些法律学位在两个不同
国家或地区同时进行，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视频连线参与其他国家的教学。在香港，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学的面对面授课至少延期
到了四月。我自己在近期参与了香港大学的一堂在线讼辩训练课，我们师生九人通过视频会议顺利完成了这堂课程。虽然线下的
面对面交流或许能够带来更多的互动，提升讼辩课程的参与度，但是当现实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下，视频会议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备
选方案。
因此在以上的这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欢迎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的进一步应用。

DVC：我们是否应该担心人工智能对律师带来的影响？它是不是一个存在性危机？霍金曾经说过人工智能可能会使人类
灭绝，人类可能因为生物进化过慢而被机器所超越甚至替代。何大律师，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何淑瑛大律师：我不同意，我不认为律师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因为人类有进化并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而人工智能只是人类所创
造的工具。人类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他们完成一些任务，正如我们的祖先运用工具狩猎生火，但工具永远不能替代人类。我
至少能够想到两个机器所不可替代的领域。首先是法庭讼辩。机器人永远无法叫醒一个犯困的法官。讼辩强调与法官的互动，你
需要知道法官的想法，回答他的问题，并且最终说服他。另外，证人交叉询问也不能由机器完成。交叉询问强调与证人的互动，
律师需要就证人的答案随机应变，并进行后续追问。我们需要检验证人的可信性，并且让法官观察到证人的行为举止。
除了与法庭中的法官和证人互动之外，人工智能亦无法取代律师与客户的互动。当客户需要法律意见时，他们不止需要专业的法
律意见，他们还需要共情以及律师对于他们诉求的理解，这种共情的能力是也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此外，客户需要对法律团队
产生信任，他需要确保自己的案件得到了正确的意见以及获得相应的支持，这种信任也是无法替代的。客户会想要见到一个合作
有序的法律团队，而并非机器。如果案件仅需法庭诉讼程序，客户希望有律师能够和法官进行交流。
因此，人工智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我们不应对人工智能产生恐惧，我们并不会失去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是迎
接人工智能对法律行业带来的改变，并运用它去保障我们的法律制度并保护客户的利益。

A WORLD OF COUNSEL

32

Articles

Mini-pupilage at the DVC
This article was authored by a mini-pupil at
DVC. By answering “What is ‘Chambers’?”,
“What’ve I done in these 2 weeks?” and
briefing a “Quick View of Judicial System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reflects how barristers
work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

在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做小实习生是怎样的体验？
Mini-pupillage at the Chambers
最近在 Des Voeux Chambers（德辅大律师事务所）实习蹭吃蹭喝了两个星期。我刚开始有一个疑
问，两个星期可以做些什么吗？期间跟 local 交流后发现 law student 在 Chambers 实习一般就是
以 mini-pupillage(MP) 或 summer intern 的形式进行，MP 一般就是两个星期，summer intern
就一个月，主体就一般都是 LLB、LLM 和 JD 了。
更多关于申请 Des Voeux Chambers Mini-pupillage 信息可以在这里找到哦～ https://dvc.hk/en/
pupillage/mini-pup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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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What is “Chambers”?
刚开始还搞了大乌龙。Chambers 音译钱伯斯，我还以为是那个做律所 ranking 的钱伯斯。
在这篇文章的语境下，Chambers 就是一个个房间，在里边工作的就是大律师（Barrister）。Barrister 就是 Chambers 的 tenant（租户），
各自租一个房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场所，然后共同 share 共用设施、人员的费用，自己装修布置。一个个 chamber 就组成 Chambers 了。
那么 Chambers 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呢？跟 law firm 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一是轻松融洽自由，二是十分专业。

轻松融洽又自由

Chambers 里边的各位 Barrister 之间没有什么竞争关系，没有自己的直属老板。正是这个缘故，
大律师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氛围轻松。Barrister 都有自己的“师傅”，师徒关系跟雇佣关系又
明显不同。PCLL 之后有一年的见习期（pupil），经历一年的见习期之后方可成为大律师。这一
年内要跟三个月的 criminal case，三个月的 civil case，剩下六个月时间可以自由选择。这一年
就是遇到自己“师傅”的时候了。

专业

为什么更专业就要通过解释 Barrister 和 Solicitor 的区别来说明了。
很多时候老师为了让同学更容易理解 Solicitor 和 Barrister 的区别，就简单以“能不能出庭”作
为标准，称 Barrister 为“巴律师”，又称“大律师”，其中的“Bar”指的是庭审现场中将法
庭和旁听席分开的围栏，因此 Barrister 的字面意思就是有资格越过围栏，上庭辩护的律师；称
Solicitor 为“沙律师”，又称事务律师。这句话在普通法概论课堂上应该听到过。
但经过这一次深入了解和观察，发现还有太多自己不知道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 Barrister 更专业呢？
Solicitor 的主要工作是跟客户打交道，处理文书等等，工作量较大，难以有时间钻研法律问题，
于是就交由 Barrister 处理法律问题。因此，Barrister 处理的事务自然难度就更大，需要运用更
专业的知识。
Barrister 和 Solicitor 分开工作，工作环境也绝对不能邻近。Barrister 是不直接接触客户的，由
Solicitor 负责一切客户关系处理，与客户洽谈收费，接受并保管律师费直到 Barrister 处理完案件；
Barrister 是不接受客户委托的，而是通过接受 Solicitor 的委托，在不受客户任何干扰的情况下，
独立出庭，并最终从 Solicitor 处获得律师费。
当然，Barrister 和 Solicitor 的费用都会在给 client 的 bill 上列明。两者更像是合作关系，合作
关系可能通过师徒关系、JD 在读时的朋友关系延续发展。
在 Chambers 里边接触到的更多是法律问题，客户问题、合同文书之类的小 case 一概不谈。
解决法律问题少不了的当然是法律检索了，Chambers 里边都有自己的 library，规模越大的
Chambers，书本资源越丰富、完整，比如这个 Des Voeux Chambers 啦～～
而且，大律师的专业我是深刻感受到的。比如，在处理一个 trade mark 案件的过程中，路过了
一个专门做 trade mark、IP 相关案件的 SC（Senior Counsel），听说了几句基本案件事实的描
述之后，指引我们去看 trade mark ordinance 关于 groundless threats 的部分，案件谜团瞬间
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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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What've I done in these 2 weeks?
刚开始我还在想两周可以学些什么、做些什么？两个星期下来我发现收获还是十分丰富的。

Legal research

首先当然是辅助大律师进行法律检索了，因为在 Chambers 已
经 没 什 么 像 改 合 同 的 偏 文 书 性 质 的 工 作 了。 带 我 的 其 中 一 位
Barrister 是专攻 Company law 的，第一天就让我和另一个 PM
Venice 做 legal research，是关于增资决议效力以及对 executor
of the deceased shareholder 的救济。案件内容不在这里详细介
绍，简单谈谈我的感受吧。

一是对法律英语（legal term）不熟悉。法律英语的确是另外一门语
言，开始 LLM 学习之后我已经感叹了好多次自己的英语跟不上，尤
其是上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的时候。特定领域的法律英

语 具 有 十 分 强 的 专 业 性， 比 如 finance, company, IP 等。 在 本 科 阶
段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不会读威科先行《公司法》的英文版（虽然

我只坚持了前三四十条），读什么呢？读英美法系的 statute，可以
读 HK 的 Cap. 4 The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各 种 ordinance， 比

如 Cap.622 Company Ordinance、Cap.620 Mediation Ordinance、
Cap. 609 Arbitration Ordinance 等等；可以读国际公约，比如 New
York Convention、Singapore Convention、CISG 等等。

二 是 读 了 LLM 不 等 于 熟 悉 了 common law system， 不 等 于 掌 握 了
legal research。想要真正熟悉英美法系并且以执业为目标的话，还真

的要专门读个 JD 或者 GDL。在实习结束之前还请教了在仲裁领域比较
有经验的大律师，没必要盲目为了表面 degree 而又再读多一个 llm，
实践中也可以学到很多，除非时间和金钱都不缺了哈。

三是关于 writing legal memorandum。写作永远是一门艺术。第一天
收到 court hearing 的 skeleton 的时候，一直在感叹 Barrister 的 legal

writing 功底。Legal writing 可能可以经过不断的练习提高，平时也一
定要多读多看。

最后，普通法系背景下的法律检索方法。以 civil procedure 里边的

strike-out pleading 为 例。 这 是 民 事 诉 讼 领 域 的 程 序 问 题， 要 先 从

White book 入 手， 找 到 相 关 test、legal principle 和 case 之 后， 再
进一步检索和阅读大量的 case，随后跟现有的案件进行对比。每个领

域都会有对应的 leading text book，民诉就看 White book，合同就

看 Chitty 等等。这跟自己平时用到的法律检索方法也是十分不同了。

Barrister 引用的 case 一定要熟悉，整个 case 是会打印出来放到庭审
的 bundle 里边，交给法官的，法官在庭上也会就引用的 case 问 fact
相关的问题等等。（我猜 Bundle 可以理解成庭审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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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hearing

另外就是旁听庭审了。两周内我去了高等法院旁听了 3 次民事
案 件 庭 审， 西 九 龙 裁 判 法 院 旁 听 了 1 次 刑 事 案 件 庭 审。 因 为
chambers 很多 Barrister，各自又可能有带 MP，其他 Barrister
要开庭的时候，也会告诉自己的 MP，可以跟着去旁听。
在 HK 的时候有机会还是要去一下高等法院旁听，看看小时候骗
自己进坑的 TVB 律政剧的现场。案件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到：
https://e-services.judiciary.hk/dcl/index.jsp?lang=en&date=06
012020&mode=view
注 意 事 项 主 要 就 是 法 官 进 法 庭、 退 庭 的 时 候 都 要 起 立 鞠 躬，
中 途 退 庭 也 要 鞠 躬。 一 直 都 很 想 看 有 Jury 和 witness crossexamination 的庭，但是网上查庭审信息不能看到案件的审理阶
段，所以，看运气了。但是听 Venice 说，cross-examination 其
实也没有美剧里边的那么刺激。

Observe

这两个星期一同实习的还有上边提到的 Venice。一起聊天、做检
索的时候会谈及大陆和 HK 司法系统、具体法律法规的异同，十
分有趣。另外，还可以观察到大律师的做事习惯，感受律师行的
氛围，为以后职业发展提供参考。

Articles

Quick View of Judicial System in Hong Kong
这次实习感受比较深刻的还是内地和 HK 诉讼程序上的区别。跟内地相比较，HK 的
诉讼程序更为复杂。
我简单地在高等法院官网上查阅了 Guide to Court Services，其中关于高等法
院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如下：
逮捕

虽然看起来就多了一个案件管理的程
序， 但 是 不 能 小 看 这 个 案 件 管 理 程 序。
正 是 Injunction application、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等 程 序 会 让 我
们感觉大律师总是开庭，但又没有结果的
情况。
在 不 断 对 比 内 地 和 HK 司 法 制 度 的 过 程
中 有 许 多 思 考， 比 如 刑 事 诉 讼 中 律 师 向
prosecution 申请文件开示的方式、关于
access to justice 的问题。

At last
总地来说，个人感觉更喜欢 Chambers 的
氛围，更自由、专业。但是 common law
system 背景下的 legal research 还是有难
度，更有挑战性。
以 为 喜 欢 就 能 去 了 吗？ 先 搞 懂 legal
research 吧。

民事诉讼程序也不例外，内地的一般民诉流程是这样的：
诉前行动

起诉、庭前准备阶段

开庭审理阶段

（上诉）

执行阶段

HK 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阶段包括：

01

诉前行动

02

起诉 / 送达状书

03

04

审讯

05

（上诉 ）

06

案件管理

（案件管理会议；交换证据；
准备专家报告及其他取证行为）

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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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Report

Case Report

Enforcing an Arbitration Award: What matters is Proper
Notice, not Actual Notice
This case report was authored by Christopher Chain and Jasmine Cheung.
The key takeaway of OUE Lippo Healthcare Limited v David Lin Kao
Kun [2019] HKCFI 1630 is that, when faced with a defendant who appears
to be evading service in an arbitration, it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o make
all reasonable efforts to give notice to the defendant, bearing in mind any
contractually agreed notice provisions, agre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al rules, in order to avoid enforcement difficulties.

执行仲裁裁决：重要的是恰当通知，而非实际通知
若被告没有参与仲裁程序，并以未得到恰当通知为由拒绝配合执行仲裁裁决，原告应该
如何应对？

在 OUE Lippo Healthcare Limited v David Lin Kao Kun [2019] HKCFI 1630 一案件中就发生了这样的情
况。在该案中，被告（下称“Lin”）[David Lin Kao Kun 为原仲裁程序中的被申请人 ] 在所有文件均送达
至其上海地址（下称“上海地址”）的情况下依然缺席新加坡的仲裁程序，而该地址为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
当原告（下称“OUE Lippo”）[OUE Lippo Healthcare Limited 为原仲裁程序中的申请人 ] 在香港法院申
请执行仲裁裁决时，Lin 辩称其没有收到仲裁程序或仲裁裁决的实际通知。
高浩文法官驳回了上述观点，其在判决第 67 段中写道：
“恰当通知”的概念与“实际通知”
不同，并因此带来了一些与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恰当通知的判定通常会评估该通知是
否能够让被通知者注意到相关信息，而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事先约定好的合同送达条款、
争议解决机制以及相关的仲裁机构规则。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高浩文法官认为，在认定 Lin 是否已经得到恰当通知这一问题上，应考虑以下因素：
(a) 上海地址为合同中约定的通知送达地址，并且在后续的合同中也 被列为 Lin 的
地址（第 80、81 段）。
(b) 相关证据表明，Lin 确实在使用该上海地址，并且 Lin 的妻子也居住于上述上海
地址（第 82 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OUE Lippo 的代理人亦实地考察了该上
海地址，并观察了 Lin 是否实际使用该地址的情况，例如邮箱中是否存在近期寄
给 Lin 的信件等。
(c) 根据公共信息记录，Lin 为该上海地址的拥有人之一（第 82 段）。
(d) Lin 的代理人在其早些时候所作的口供中亦明确表示可通过该上海地址向其委托
人 Lin 做出有效送达，同时该地址依然是 Lin 在公开记录中登记的居住地址（第
83 段）。
(e) Lin 并未作证表明其没有使用或无法进入该上海地址（第 87 段）。
上述案的关键结论是，在面对被告试图回避仲裁文件的送达时，原告应努力通过
合理的方式通知被告方能避免执行仲裁裁决的困难，尤其应当考虑合同事先约定
的送达条款、争议解决机制以及相关的仲裁机构规则。另外，由于恰当通知是一
个事实问题，因此通过不同来源的证据证明送达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公共记录、
实地考察以及对被告过去行为的详细审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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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孝良

张瑗恩

Case Report

Hong
Kong’s 2nd
Recognition
of Mainland
Liquidator:
Re Shenzhen
Everich Supply
Chain Co Ltd
This case report
was authored by
Look-Chan Ho and
Tommy Cheung.
In this case, the
Hong Kong Court
recognized and
assisted a Mainland
liquidator for the
second time in
history. The decision
further cements
the approach in Re
CEFC Shanghai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2020] 1 HKLRD
676 which was the
Hong Kong court’s
inaugural recognition
of Mainland
liquidators.

香港法院第二次承认内地破产管理人：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破产管理
案

香 港 法院在有关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破产案件（[2020] HKCFI
965）一案里，有史以来第二次承认和协助了内地的破产管理人。上述案件
的判决进一步巩固了香港法院对内地破产管理人首次认可的判例【即上海华
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20] 1 HKLRD 676 案（下称“上海华信案”）】中
的相关原则与实务。
案情及香港法院的判决

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中国内地注册成立，从事的业务包括供
应链管理、物流管理以及境内和国际货运代理等服务。
2018 年 12 月，该公司在深圳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

该公司的业务与香港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进入破产清算前，该公司曾通过两家香港子公
司，即升达（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升达”）及联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联富”）
开展了一系列供应链相关的业务。
升达以及联富于香港持有多个银行账户，总额约为 1250 万元人民币。

同时，升达与联富还持有对外贸易应收账款，其总额约为人民币 41 亿元。

然而，升达和联富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主要由于它们的独任董事自 2018 年以来即被
内地警察拘留至今。独任董事的长时间监禁导致升达和联富的财务状况一直处于艰难的
状态。
为了履行中国内地相关法律的职责，该公司的深圳破产管理人需将升达与联富的财务正
规化，并收回其资产。

因此，公司的深圳破产管理人向香港法院提出了承认和协助的申请，以便行使公司对其
在香港子公司的所有权利。
夏利士法官运用了其于上海华信案里已详细阐述的法理原则，颁令给予深圳破产管理人
所申请的承认和协助。

评论

上述判决是发展内地 / 香港普通法跨境破产援助所迈出的又一大步。

如今，相继的两个案例充分表明了香港法院对于内地 / 香港跨境破产援助的鼎力支持。
上述判决亦有望减轻内地法院对内地 / 香港跨境破产援助实践问题的忧虑。

然而，两地跨境破产的相互援助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期待内地的法院也可以积极
地投入到跨境破产相互援助的实践中。

何禄赞

张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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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Report

Hong Kong’s Inaugural Recognition of Mainland
Liquidators in Re CEFC Shanghai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This case report was authored by Look-Chan Ho and Tommy Cheung.
In this case, the Hong Kong Court recognized and assisted Mainland
liquidato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Hong Kong
Court concluded that the infamous House of Lords decision in Galbraith
v Grimshaw [1910] AC 508 is now anachronistic and does not represent
Hong Kong Law.

香港法院首次认可内地破产管理人
在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20] HKCFI 167 一案中，香港法院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的 “第一”：
首先，香港法院首次承认并协助了内地企业破产清算管理人。

同时，香港法院也首次确认，英国上议院在 Galbraith v Grimshaw [1910]
AC 508 一案中的判决现已过时，不再属于香港法律。

此外，通过这个案例，香港法院第一次向世界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尽管
香港法院对跨境破产清算援助采取开放和普遍主义的态度，但同时香港法
院也希望外地法院（尤其是在香港申请认可的破产管理人所在地的法院）
保持同样开放和普遍主义的态度。具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外地法院不应
期望香港法院会给予同等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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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Report

案件事实简述
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中国内地注册成立，是一家集团投资控股公司，该集团的业务包括资本融资，石
油精炼和基础设施。
2019 年 11 月，上海法院以资不抵债为由对该公司进行了破产清算，并任命了内地的破产清算管理人。内地的破产清算管理人随后
发现了以下情况：公司的资产包括对其子公司上海华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称“香港子公司”）的索赔，总额约为 72 亿港元。
目前香港子公司正在香港进行破产清算，公司也已经提交了债务申报。
然而，在公司清算前，该公司的一名债权人已经在香港获得一份缺席判决，以及一项用以执行前述缺席判决的暂时债权扣押令。为
了防止债权人获得绝对债权扣押令，内地破产清算管理人向香港法院申请跨境破产认可以及协助。

香港法院的判决
公司法法官夏利士先生批准了内地清算管理人所申请的跨境破产认可以及协助的请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法庭令中止了针对公
司的相关法律程序，如同公司正在香港进行破产清算。
在批准上述法庭令时，香港法院认为内地的破产清算是一项集体清算程序，因此有资格在香港获得认可。由于内地破产清算需要对
公司资产行使同等优先清偿，债权扣押程序违反了同等优先清偿原则以及集体性原则。因此前述债权扣押程序应立即中止。

在判决的理由中，法院否定了英国上议院在 Galbraith v Grimshaw 案件中的裁决。在该案中，债权人在苏格兰获得了一份经济赔偿
判决，根据 1868 年《判决延伸法》，该判决延伸到了英格兰。随后债权人针对一家被判定为对其负有债务的公司启动了债权扣押程序。
在送达债权扣押令之后，债务人在苏格兰被判决破产并导致其财产被隔离及转移至苏格兰的破产受托人处。该苏格兰破产受托人随
后在英格兰提起了一项互争权利的诉讼，以确定该受托人和债权人之间对扣押债务方面的权利归属问题。英国上议院最后判决，因
苏格兰破产清算程序发生在英格兰的债权扣押令程序之后，因此在该次债权人与苏格兰破产受托人之间的纠纷中，前者胜诉。
若遵循 Galbraith v Grimshaw 案的判例，则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如果香港法院的债权扣押令程序启动时间在外地清算程序之前，
那么香港法院对外地破产清算程序的承认并不能阻止债权人获得绝对债权扣押令。然而，公司法法官夏利士先生认为，英国上议院
的判决与现代跨境破产法已不尽相同，且其裁定理由已不能适用于现代普通法中的跨境破产援助。

评论
这一判决是普通法在跨境破产援助领域中乐见且重要的发展。
与上述判决同样重要的是其附带的评论：“对于日后是否对内地破产清算管理人提供更大程度的协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
时也取决于香港法院对于内地法院是否能如香港一样形成统一跨境破产方式的认同程度。”
由于香港目前在普通法跨境破产援助领域是全球最先进的司法管辖区，上述判决实为向全世界都发出一条重要信息，即提醒全世界，
跨境破产援助的真正依据为：普遍主义。
从逻辑上总结下来，上述判决同时也提醒了其他本土主义法院不应将香港法院的开放及普遍主义态度视为理所当然。

何禄赞大律师与张东伟大律师代表本案的申请人

何禄赞

张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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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bs is no bar to Hong Kong schemes
comprising debts governed by Mainland and
foreign laws
This article was authored by Look-Chan Ho. By discussing three
cases, namely, In Re Agrokor d.d., 591 B.R. 163 (Bankr. S.D.N.Y.
2018); Re China Lumena New Materials Corp [2020] HKCFI
338; and Re China Singyes Sola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td [2020] HKCFI 467, this article shows how Hong Kong
schemes of arrangement could be effective tools to compromise
debts governed by non-Hong Kong laws.

涉及非香港法律管辖的债务必然阻碍债务偿还安
排（SOA）的实现？
——香港原讼法院：不一定，有余地
债务偿还安排 (Scheme of Arrangment，SOA) 是公司与其债权人之间的一种针对债务妥协的协议，
债权人同意接受少于其原本债权的金额，以了结公司的相关债务，帮助陷入财务困境中的公司恢复过来。
债务偿还安排在经过法定大多数债权人通过及法院批准后具有约束力。
在香港，当法院在考虑是否应当批准一个债务偿还安排时，通常会看以下标准是否得到满足：

（1） 安排是否为了一个可被允许的 (permissible) 目的；
（2） 被召集作为一个集体投票的债权人是否拥有相似的法律权利，能够按照共同利益在同一会议上作出决定；
（3） 会议是否根据法庭的指示合法合规地召开；
（4） 债权人是否得到关于安排的充足的信息，足以使他们对是否赞成安排做出一个知情的决定 (informed
decision)；
（5） 是否获得了法定必要的多数同意；
（6） 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法庭是否满意一个智慧且诚实的人，在为其自身利益作为投票的债权人集团中的
一员时，会合乎逻辑地同意安排；
（7） 在一个国际性案件中，安排与香港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连接点，安排在其他相关司法辖区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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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香港法律管辖的债务与 Gibbs 规则
Antony Gibbs & Son v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 des Métaux 一案确立了一项普通法规则（以下简称为
Gibbs 规则）：含有域外因素将使得债务不能得到清偿，除非该债务根据其受管辖的法律得以清偿。
因此，如果一个债务偿还安排中含有非香港法律管辖的债务，根据 Gibbs 规则，这部分债务仍可能在外国法院受到债权人
的申索；而当香港法院无法相信该安排会在其他相关司法辖区有效时，那么香港法院可能不会批准该安排。这无疑给跨境
破产案件的解决造成了很大障碍。
然而，近期在香港高等法院夏利士法官审理的两个案件中，对 Gibbs 规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中国兴业太阳能案
基本案情

中 国 兴 业 太 阳 能 技 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China Singyes Sola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为“中国兴业太阳能”）
是一家注册在百慕大群岛，并于香港上市的公司。中国兴业太阳
能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诸多子公司（以下统称
为“集团”），主要通过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开展业务活动。
自 2018 年 6 月起，集团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导致部分大陆及
境外的债务无法履行，包括本案中涉及的“现有债务证券”(Existing
Debt Securities)。
2019 年 12 月，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审理了中国兴业太阳能按
照香港《公司条例》（第 622 章）第 673 条提出的关于批准债务
偿还安排 (scheme of arrangement) 的申请。

焦点问题

除某些例外情况（如过失、违反忠实义务和欺诈等），本案安排
将导致所涉及的债权人放弃对担保子公司、中国兴业太阳能分支
机构和这些公司的职员的诉讼请求权。由于涉案主体牵扯到多个
司法辖区，因此需要考虑安排在这些相关司法辖区是否有效。

何禄赞

法官裁判理由

法官首先认为，安排在中国兴业太阳能的注册国是有效的，因为
在百慕大群岛有平行的债务偿还安排；
其次，尽管“现有债权证券”中的可转换债券受英格兰法管辖，
但因为该类债券的全体持有人均投票同意安排，所以没有必要在
英格兰寻求对安排的承认。因此，安排将会在英格兰有效；
再次，“现有债权证券”中的“2018 票据”和“2019 票据”受
纽约州法律管辖，但法官也认为没有必要根据美国破产法典第 15
章之规定在纽约州寻求对安排的承认。理由主要如下：
1. 超过 99% 的“2018 票据”和“2019 票据”的持有人均投票同
意安排；
2. 尽管在一个高比例的同意债务偿还安排的情形下，存在根据第
15 章进行承认的例子，但这并非是不可动摇的规则，即，并非只
要涉及纽约州法律管辖的债务妥协，就必须要按照第 15 章寻求债
务偿还安排的承认；
3. 确有必要时，法庭在对待安排的国际有效性问题上可以采取一
个强有力的姿态 (a robust approach)；
4. 一个指导性原则是：法庭不应当做徒劳的行为（act in vain），
或是做出一个没有实际作用或不能实现目的的命令。这一原则并
不要求法庭必须确信该安排将在世界上每一个司法辖区有效，而
仅是聚焦于重大资产所在地（债权人往往会对此行使债权）的司
法辖区，在这些司法辖区，该安排应该是有效的。本案中，安排
即使未取得第 15 章的承认也将有实际作用。中国兴业太阳能不知
道剩余未投票赞成安排的债权人的身份，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些人
会试图在美国行使安排之前的债权。因此，法官认为一个对安排
持反对票的美国债权人提出不利于执行的请求之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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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旭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案
基本案情

中国旭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Lumena New Materials Corp)（以下简称为“中国旭光”）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并于香港上
市的公司。中国旭光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其下控制着诸多公司，主要在中国四川开展业务活动，并有注册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
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中间子公司。
2015 年 2 月，因陷入财务困境，中国旭光在开曼进入临时清盘程序。
2017 年 3 月，临时清盘人得到法庭的认可及协助。
由于中国旭光的唯一具有明确可变现价值 (clear realizable value) 的财产是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临时清盘人计划“变现”(realise) 该公
司的上市地位，使得该公司能够恢复股权交易，以最大化债权人可收回的款项金额。临时清盘人与投资者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并将恢复
方案 (resumption proposal) 提交给证券交易所。
本案中的债务偿还安排构成上述恢复方案的一部分。其中，部分债务不受香港法管辖，而是受中国内地法律管辖。

法官裁判理由

(1). 安排的债权人包括了国家开发银行浙江分行，他们支持安排，但其代表在出境时遭遇了未预料到的困难，导致无法出境去香港参加安
排的会议。此外，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也是债权人，对安排投了赞成票。这表明国家开发银行接受了本院（香港高等法院）的管辖。而
这就构成了 Gibbs 案件确立的规则的例外。在 Re OJSC International Bank of Azerbajian 一案中，Henderson 法官说明：当相关债权人
接受域外破产程序时，则是对 Gibbs 案确立规则的一种例外。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将被认为已接受其合同权利将会受到域外破产程序法
律的管辖。
(2). 然而，法庭还需要考虑安排的实用性。在跨境案件的场景下，如果安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境外债权人得到执行是一个严肃的问
题，则需要质疑安排的实用性。针对这个问题，法庭可以采取一个强有力的姿态。例如，在 re Perusahaan Perseroan(Persero) PT
Perusahaan Penerbangan Garuda Indonesia 案涉及一项针对印尼公司的英国债务偿还安排。尽管存在投反对票的债权人，在印尼没有
平行的安排，而且也没有在印尼对该安排进行承认，但该项安排仍然获得准许。
(3). 有一个指导性原则是：法庭不应当做徒劳的行为 (act in vain)，或是做出一个没有实际作用或不能实现目的的命令。但这一原则并不
要求法庭必须确信该安排将在世界上每一个司法辖区有效，而是聚焦于重大资产所在地、或债权人可能会行使债权的地方，在这些司法辖
区，该安排应该是有效的。当法庭认为安排可以取得实际效果，则会准许该项安排。
(4). 法官认定本案的债务偿还安排将很有可能满足其目标，具有实用性，应该得到批准。

延伸评论
香港何禄赞大律师对上述两个案件做出了评论。他认为，破产清偿的本质意味着与大多数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前阶段的合同
条款相背离。破产中的主要纠纷通常与单个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无关，而是一种集体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所有债权人
的权利被认定为整块蛋糕的一部分，但这块蛋糕的大小不足以全部偿还所有债权人。仅将破产程序中哪个法律应管辖债权
人的权利作为当事双方之间的一个合同问题的做法，忽视了英美法系将破产视为对物诉讼的正统分类。
尽管 Gibbs 规则在英国仍然有效，在香港也可能继续有效，但上述案例表明，它通常不会对国际债务重组案件的成功构成
实际障碍。在通过立法取消或从司法上抛弃 Gibbs 规则之前，从业者将继续围绕这一过时的规则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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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a line in the sand: how
far do the courts go in invoking an
arbitration clause?
The counsel teams involved in this case
were: Anson Wong SC, Alan Kwong and
Michael Ng for the Petitioner and Rachel
Lam SC, Terrance Tai and Jasmine
Cheung for the Respondents. This case report
discussed the case of Re Dickson Valora
Group (Holdings) Co Ltd [2019] 3 HKLRD
210, in which it sets the proper limits to
(a) striking out an unfair prejudice petition
on the ground of lack of locus standi and,
more importantly, (b) arbitration clauses in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股东协议中仲裁条款的局限性
股东协议中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
近期作出裁决的 Re Dickson Valora Group (Holdings) Co Ltd [2019] 3 HKLRD 210 一案对
股东争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该案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
*

在一方股东没收并注销另一方股东股份的情况下，被注销股份的一方是否能以股东
身份提起诉讼？

在股东协议没有对上述行为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有关上述行为的争议是否被股东协
议的仲裁条款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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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迪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是一家香港注册公司。
本案的原告与被告均为公司股东。该公司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实现一系
列商业目的，包括在中国内地开设购物中心和酒店等。当事人的股东
协议中包含了以下仲裁条款：

“凡因本合同所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或是合
同的违约、终止或无效认定，均应按照本协议签订时届时有效的《香
港国际中心机构仲裁规则》（下称“《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2012 年 11 月 5 日，被告股东通过了一份书面决议，内容是根据公司
章程对认缴资本中未支付的部分进行催缴，如未付款则没收相应的股
份。原告主张其已支付了所有认缴资本，因此未有再按被告要求分期
付款。因此，原告所持有的公司 275,000 股份均被没收并注销。

2017 年 12 月 4 日，原告就股份被没收等问题向香港法院提交了一份
不公平损害呈请（Unfair Prejudice Petition），这是股东争议中常见的
救济手段（见注释 [1]）。

2018 年 5 月，被告提出了两项申请：
原告已非公司股东，不是适格原告，因此应该剔除（strike out，即立
即驳回）该呈请（见注释 [2]）；
依据仲裁条款，有关该呈请的程序应中止并移交仲裁。
以上两项申请均被法庭驳回。

原告是否能以股东身份起诉？

香港高等法院认为，尽管原告在提交呈请时并不是公司的注册股东，
但其仍有权提交该呈请。
原告在呈请中所主张的不公平损害行为正是没收股份。该案的主审
法官认为，以原告并非公司股东为理由，拒绝让原告对其被剥夺公
司股东资格的行为提出申诉是“极不可取”的。原告的股份是否被
合法、有效地没收此一问题应在正式审理呈请时处理。
有鉴于此，法院驳回了被告要求剔除该呈请的申请。

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

要点归纳

这一裁决使香港的司法判例与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
司法判例一致，包括澳大利亚 (ACD Tridon Inc v Tridon
Australia Pty Ltd [2002] NSWSC 896)、加拿大 (Robotunits
Pty Ltd v Mennel [2015] VSC 268) 和 新 加 坡 (BTY v BUA
[2018] SGHC 213)。
该案例同时也提醒我们，尽管法院在解释仲裁条款时经常
采取较为宽松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股东争议都能被仲裁
条款所涵盖，在启动程序之前，应对所依赖的仲裁条款作
具体分析。

Q&A

[1] 什么是不公平损害呈请？

《公司条例》第 724 条规定，如果法庭基于某一个公司成员
的呈请，认为该公司的事务正以或曾以不公平地损害某些成
员的权益的方式处理，则可以颁令救济，包括颁发禁制令、
委任接管人、命令公司任何成员构成另一成员的股份等。根
据此项规定提出的呈请称为“不公平损害呈请”，是股东争
议当中一方（尤其是小股东）经常依赖的救济途径之一。

[2] 什么是剔除？

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 18 号命令第 19 条规则，法院有权
剔除或修订任何诉状或诉状之部分，剔除原因包括：诉状没
有注明合理的诉因、诉状属于恶意中伤、琐屑无聊或无理缠
扰、诉状所述可能会对有关诉讼的公平审讯造成损害、妨碍
或延迟、滥用法庭程序等。剔除起诉状或呈请的后果等同于
诉讼请求被驳回，即程序终止。

代表原告的大律师团队：

此外，尽管仲裁条款的范围很广，但法院认为，本案中的主张并不
属于仲裁条款所涵盖的范围。
在作出这一裁决时，该案的主审法官特别提及公司法和合同法之间
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当各方成为公司股东时，他们之间的法律关
系不仅仅受合同法管辖，同时亦受章程及香港公司法管辖。某一些
与公司股东身份有关的权利义务是独立于任何股东协议而存在的，
而股东之间往往会就一些股东协议没有约定的问题发生各种争议，
这应当属于公司法的范畴。
本案的仲裁条款只是约定因股东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应提
交仲裁，但是本案中的指控主要是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诚信义
务，这些内容并未在股东协议中作出任何约定，并不属于“因股东
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而是属于公司法管辖的范畴。

黄文杰

邝嘉彤

吴浩峰

代表被告的大律师团队：

因此，法院驳回了要求中止申诉程序的申请。

林欣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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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f the China Supreme People’s Court
With reg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as a result of the Hong Kong’s 1st and 2nd recognition
of Mainland Liquidators, Si Yanl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at the China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Liu Kun (Deputy
Manager of the Hong Kong & Macau Judicial Affairs Office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at the China Supreme People’s Court) further
discuss the key issues of Hong Kong courts’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for non-Hong Kong liquidators.

【最高法院】司艳丽 刘琨：香港法院认可与协助域外破产程
序简介
2020 年 4 月 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法庭向香港高等法院发出函件，请求认可深圳中院审理的深圳市年富
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年富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及管理人身份并提供相关司法协助。2020 年 6 月 4 日，香港高等法
院法官夏利士作出裁决，认可深圳中院开展的破产程序及破产管理人身份，并批给管理人可在香港行使的相关职权。近半
年来，香港法院已在两起案件中认可内地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身份并提供司法协助。鉴于两地破产领域司法协助的
需求愈发突出、实践愈加深入，梳理香港法院认可与协助域外破产程序的重点问题，对两地跨境破产协助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为表述方便，香港公司清盘在本文亦称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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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by the
Hong Kong Courts

Si Yanli[ Deputy Director for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Liu Kun[ Deputy Director for the Research Offic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Judicial Affair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3 April 2020, the Bankruptcy Court of the Shenzhe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issued a letter of request to the Hong Kong Court,
seeking recognition of the liquidation of Shenzhen Everich Supply
Chain Co, Ltd, as well as th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its liquidator.
On 4 June 2020,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Harris (“Harris J”)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handed down his decision, which recognised the liquidation
commenced in the Shenzhe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and the
liquidator, and conferred power on the liquidator to perform the relevant
duties.
In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Hong Kong Court has recognised and
provided assistance to liquidators appointed by the People’s Courts
in the Mainland in two instances. In view of the rising demand for
insolvency assistance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s well as the
deepening practice in this area, a review of the Hong Kong Court’s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is of
reference value to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between the two
jurisdictions. (For ease of presentation, the winding-up of Hong Kong
companies is known as “insolvency” in this article).

(A) The principles and origin of recognition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in Hong Kong
Based 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interests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the position of each country (region)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reveals territorialism, universalism
and modified universalism. The two extremes are represented by
territorialism and universalism. Territorialism holds that the insolvency
proceedings in a jurisdiction do not have any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and
there is no obligation on the part of another jurisdiction to recognise
and assist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universalism.
Modified universalism, which balances the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of a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philosophy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and is adopted by most countries (regions),
although the conditions and extent of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vary. For instance,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the EU Regulation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both uphold a modified universalist stance.
This also applies to precede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presen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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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gard to the origin of laws regulating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in various jurisdictions, some of them are based on domestic
legislation; for instance, more than 40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Korea and Singapore have adopted the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 the blueprint of their domestic legislation;
some are based on regional legislation, for instance, the EU Parliament
passed the EU Regulation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 a unified
legislation applicable to EU member states; and some are based on
case law, such as the case in Hong Kong. Although the Bankruptcy
Ordinance (Cap. 6) and the Companies (Winding Up 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 (Cap. 32) provide for personal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nd company insolvency proceedings respectively, they do
not regulat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Hence, the Hong Kong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insolvency proceedings commence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is based on the common law.
As mentioned by Harris J, the Hong Kong Court has dealt with a larg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from various
jurisdictions. These have principally bee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such as the Cayman Islands, Bermuda and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As
early as in 1929, the then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 had recognised
the appointment of foreign officeholders. In 2014, the Hong Kong
Court had in Joint Official Liquidators of a Company v B&C expressly
stated that the pre-requisite of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is that the
foreign liquidation has to be commenced in the company’s place of
incorporation. The Hong Kong Court also quoted the UK Supreme
Court’s summary of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in Rubin v Eurofinance, and pinpointed that
apart from Hong Kong, many jurisdictions had dealt with cross-border
insolvency issues by enacting laws or by reference to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ll these suggested that the
statutes in Hong Kong should be improved. In 2005, the Hong Kong
Court had in Re Centaur Litigation SPC defined clearly the powers of
foreign officeholders and annexed a standard-form order to the decision
for future reference.
Hong Kong Courts have dealt with a fewer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from civil law jurisdictions compared
with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Prior to the two decisions in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only authority was one in 2019 the Hong Kong court
recognised and provided assistance to a Japanese liquidator. Further,
although in 2001 the Hong Kong Court discharged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obtained by Hong Kong creditors in respect of debts
owed to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 Ltd. (in
Liquidation in the Main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its
Hong Kong subsidiary, the Guangdong Court and the liquidators had
not taken out any other applications, such that the Hong Kong Court
had neither clearly recognised nor assisted the Mainland liquidation
and the Mainland liquidator. Hence, the two decisions in the past six
months had opened the door for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Mainland
liquidators by the Hong Kong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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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principles of recognition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The Hong Kong Court has pointed out in various decisions that
the principles of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re twofold. First, the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 must
be a collective insolvency proceeding. This pre-condition is widely
accepted sinc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aims to facilitate the collective resolution of the debtor’s financial
problems, instead of serving as an enforcement procedure by a specific
creditor. Second, the foreign court overseeing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must be recognised as having jurisdiction. This is a key and
fundamental aspect of both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as well as ordinary civil proceedings.
Foreign courts oversee insolvency ca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local
laws, which may not be the same as Hong Kong law. Some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only over companies which are in the same jurisdiction
as the debtor’s domicile, while some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not only
over locally incorporated companies but also foreign-incorporated
companies. For instance, the Companies (Winding Up 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 (Cap. 32) expressly stipulates that
the Hong Kong Court has jurisdiction over non-registered companies.
The Hong Kong Court would exercise its jurisdi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uthority Re Yung Kee Holding Limited, which laid down a
three-fold test, namely (i) sufficient connection with Hong Kong, (ii)
a reasonable possibility that the winding-up order would benefit those
applying for it and (iii) one or more persons interest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any’s assets must be persons over whom the court is abl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foreign court exercises jurisdi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laws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at the court
receiving the request for assistance would recognise the foreign Court’s
jurisdiction and provid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accordingly. In other
words,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court receiving the request is premised
upon its finding that the foreign court has jurisdiction. The tes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oreign court has jurisdiction differ. Some apply
the laws of the foreign court, some apply the laws of the court receiving
the request, whereas some set up further tests or standards. The present
decision and other former decisions by the Hong Kong Court have made
clear that the standard or test applied by the Hong Kong Court focuses
on whether the foreign Court is in a jurisdiction of the company’s place
of incorporation. If the company commences liquidation in its place
of incorporation, the Hong Kong Court can provid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However, since the Hong Kong Court has yet to consider
and deal with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of foreign liquidation which is
not in the company’s place of incorporation, the position is still unclear.
For instance, if the company’s place of incorporation is in Canada but
it commences liquidation in England,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 Hong
Kong Court will provid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In the present case,
since the company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Futian District of Shenzhen
in July 2008, the Hong Kong Court considered that the Shenzhe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had jurisdiction over the company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in this aspect were satisfied.

Notably, using the place of incorporation as the standard to determine
the foreign court’s jurisdiction has not been a standard practice in all
jurisdictions. For instance,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dopts the test of “Centre of Main Interest”
(“COMI”), and states that in determining the debtor’s COMI, the
debtor’s place of incorporation, the location of assets, th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the principal place of management, etc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Further, based on COMI,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re classified
into main proceedings and non-main proceedings. Main proceedings
are proceedings conducted in the debtor’s COMI, whereas non-main
proceedings are proceedings conducted not in the debtor’s COMI but in
the debtor’s place of business.
Hence, according to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the court receiving the request for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has to fir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re main proceedings or non-main proceedings before deciding the
assistance that should be granted. If the foreign court is in a jurisdiction
of neither the debtor’s COMI nor the debtor’s place of business, the
court receiving the request may take the view that the foreign court has
no jurisdiction and refuse to provid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C) The legal effect of recognition by the Hong Kong Court
The legal effect of a recognition procedure mainly involves two aspects.
First, it concerns the effects on the proceedings or enforcement actions
that are yet to be commenced or pending, as well as the proceedings
targeting the assets of the debtor. Second, it concerns the retrospective
effect on the proceedings or enforcement actions as well as repayment
actions, namely whether they would have the same retrospective effect
as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in the Mainland.
Different views are found in common law cases and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Regarding the first aspect, the Hong Kong Court in HCMP 2295/2019
expressly stated that “[t]he Court’s standard-form order imposes a stay
on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debtor in Hong Kong, as if the debtor were
in liquidation in Hong Kong”, “no action or proceeding by any party
other than the [joint and several liquidators] shall be proceeded with
or commenced against the company or its affairs, property or asset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Court, save with the leave of this Court
and subject to such terms as this Court may impose”. This “is clear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that underlie the recognition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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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gards the second aspect, one notable issue was whether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obtained prior to the liquidation of the debtor
should be turned absolute and allowed to proceed further. If the debtor
is wound up in Hong Kong,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is obtained prior to or after the winding up, the garnishee
proceedings cannot continue. However, if the debtor is wound up in
a foreign jurisdiction, and the creditor had obtained a garnishee order
nisi in Hong Kong prior to the foreign liquidation, should the garnishee
proceedings be stayed, and should the application to turn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into absolute be refused?
In relation to this scenario,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decisions and
views. The first view is that the retrospective effect only applies to
local liquidation, such that if the creditor has obtained a garnishee order
nisi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a foreign liquidation, the garnishee
proceedings should be allowed to continue.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the Court has recognised the foreign liquidation, the Court does not
recognise the retrospective effect in relation to the foreign liquidation”.
This view has been subjected to much academic criticism and has been
reviewed by the Hong Kong Court.
The second view is that, although the creditor has obtained a garnishee
order nisi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oreign liquidation, the
Hong Kong Court can still refuse to turn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into absolute. A recent decision has suggested a change in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the Hong Kong Court, taking the stance that the first
view is “inconsistent with contemporary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 and its reasoning is inapplicable to modern common law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while suggesting that it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to leave all assets of the company to the control of the
foreign officeholders, and allow the officeholders to deal with the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laws and procedures. Hence, the garnishee
order nisi should not be turned absolute.

(D) The powers of the foreign officeholders
Th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by the Hong Kong Court can confer on
foreign liquidators the necessary powers. The Hong Kong Court w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common law principles to set out the powers,
namely:
The recognition and assistance by the Hong Kong Court can confer on
foreign liquidators the necessary powers. The Hong Kong Court w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common law principles to set out the powers,
namely:
(i) First, the powers of the foreign officeholders should not exceed
their powers under the law by which they were appointed, and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Hong Kong substantive law and public policy;
and
(ii) Second, the power of assistance is available only whe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reign officeholder’s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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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Mainland liquidators’ powers in Hong Kong would be
restrained by the ambit of powers listed under the Mainland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as well as those set out in the Hong Kong laws or
cases and should be exerc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of the Hong
Kong Court.
The Hong Kong Court has granted orders conferring powers on foreign
liquidators, and has provided a standard-form recognition order to guide
applicants, which generally includes:
(i) To request and receive from third parties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ompany and its promotion, formation,
business dealings, accounts, assets, liabilities or affairs including the
cause of its insolvency;

(ii) To locate, protect, secure and take into their possession and control
all assets and property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Court to which the
company is or appears to be entitled;
(iii) To locate, protect, secure and take into their possession and
control the books, papers, and records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the accountancy and statutory record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nd to investigate the assets and affairs of the company and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gave rise to its insolvency. The books, records and
documents of the company include:
(a) Emails exchanged and other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its auditors, and the company and other third parties; and
(b)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to its auditors
and provided by the auditors to the company in relation to the audit
work;

(iv) To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prevent any disposal of the
company’s assets and, in particular, to secure any credit balances in any
bank accounts in the name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mpany within
this jurisdiction;
(v) To operate and open or close any bank accounts in the name and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the assets and
paying the costs and expenses of the joint and several liquidators;
(vi) To retain and employ barristers, solicitors or attorneys and/or such
other agents or professional persons as the joint and several liquidators
consider appropriate for the purpose of advising or assisting in the
execution of their powers and duties under this Ord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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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So far as may be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and to effect the
powers set out herein, to bring legal proceedings and make all such
applications to this Court, whether in their own names or in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on behalf of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any applications for:
(a) Orders for disclosure,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and/or

(E) Prospects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rticle 95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KSAR provides that the HKSAR
may, through consult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maintain
juridical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organ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may render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examination of third parties which may be made by the joint and several
liquidators to facilitate thei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ssets and affairs of
the company and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gave rise to its insolvency;
and/or
(b) Ancillary relief such as freezing orders, search and seizure orders in
any legal proceedings commenced;

A noteworthy point is that, on top of the general powers granted to
foreign liquidators, the Hong Kong Court has also granted the liquidator
the power to take control of and exercise all rights that the company
may have in relation to any of its subsidiaries in Hong Kong in this
case. The main reason laid out by the Hong Kong Court is that the
company has two subsidiaries in Hong Kong, which have around
RMB 12 million assets frozen in banks and very significant external
trade receivables totalling approximately RMB 4.1 billion. As the sole
director of the two subsidiaries has been impriso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ince 2018, no one was left to deal with the above assets and
receivables. Henc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liquidator of the company
to exercise the company’s rights over the two subsidiaries as their
shareholder, so as to appoint directors to the two subsidiaries and deal
with the above assets and receivable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rovis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judicial and legal sectors of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have signed a series of judicial assistance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Arrangement on Reciprocal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ivil Judgments in Matrimonial and Family Cases by the Courts of
the Mainland and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Arrangement on Reciprocal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by the Courts of the Mainland and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Arrangement
Concerning Mutual Assistance in Court-ordered Interim Measures in
Aid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by the Courts of the Mainland and of the
HKSAR, which provide legal bases for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two jurisdictions in ordinary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At presen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have become closer and the demand
for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ssistance has been increasing. In order to
further deepen the jud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jurisdictions
in the area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to jointly establish a fair and
orderly market exit and company rescue mechanism, and to create a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is jointly built through consultation to
meet the interests of all on the basis of the rule of law,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 actively discussing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the HKSAR on judicial assistance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matters,
and looks forward to receiving valuable advice from the academic and
practitioners inside and outside of Hong Kong.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is provided by Des Voeux Chamber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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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关于跨境破产协助的立场和法律渊源

基于对本法域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解不同，各国（地区）在跨境破产协助方面的立场呈现出属地主义、普及主义、修正的普及主义。
其中，属地主义和普及主义代表两个极端。属地主义认为，本法域破产程序不具有任何域外效力，本法域亦没有义务认可与协助
域外破产程序；而普及主义则与之相反。修正的普及主义兼顾本法域利益保护和认可与协助域外破产程序，成为跨境破产协助的
主流理念，为大多数国家（地区）所采纳，只是在认可与协助域外破产程序的条件、程度等方面不尽相同。比如，联合国国际贸
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欧盟跨境破产规则》均秉持了修正的普及主义立场。香港的既往判例和本案裁决也是如此。

就各法域规管跨境破产协助的法律渊源而言，有些是国内立法，如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四十多个国家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
并以其为蓝本制定本国法律；有些是区域立法，如欧盟议会于 2015 年修订通过《欧盟跨境破产规则》并将其作为统一立法在欧盟
成员国直接适用；有些是判例，比如香港。香港法例第 6 章《破产条例》和第 32 章《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虽分别规定
了个人破产程序和公司破产程序，但并未规定跨境破产协助的内容，对其他法域破产程序的认可与协助是基于其普通法基础。
正如夏利士法官在本案裁决中所言，香港法院处理了大量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有关承认及协助破产程序的申请，而这些司法管辖
区大多为普通法系区域，例如开曼群岛、百慕大和英属维京群岛。早在 1929 年，当时的香港高等法院就已在案例中认可了域外破
产程序管理人的身份。2014 年，香港法院在 Joint Official Liquidators of a Company v B&C 案中明确，提供协助的前提是域外破
产程序是在公司注册地进行的；同时引述了英国法院 2013 年在 Rubin v Eurofinance 案中对跨境破产协助有关内容的梳理，阐明
除香港以外的很多法域都依据本地立法或者参照《跨境破产示范法》处理跨境破产事宜，暗示香港成文法有待完善。2015 年，香
港法院在 Re Centaur Litigation SPC 案中作出命令，列明了赋予域外破产程序管理人的职权，并将该命令作为裁决书附录，成为
今后类似命令的先例。
相较于普通法系区域，香港法院对大陆法系区域提供跨境破产司法协助的案例较少。在近半年两起案件之前，有据可查的案例仅
是 2019 年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认可日本法院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身份，并提供相关协助。另外，需要说明的是，2001 年香
港法院虽依申请撤销了香港债权人就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内地进入破产程序）在港子公司所享有债权的扣押令，但广东法
院以及破产管理人未提出其他申请，故香港法院未明确认可内地破产程序以及内地破产管理人的身份，亦未提供其他协助。因此，
近半年来的两起案件，开内地向香港法院申请认可管理人身份并提供司法协助的先河，且获得了香港法院支持。

二、香港提供跨境破产协助的基本条件

香港法院在多个裁决中明确指出，香港法院提供跨境破产协助的条件有二：一是域外破产程序必须是集体程序。二是域外破产程
序需在公司注册地进行。第一个条件——集体性是一项先决条件，也是被广泛接受的前提条件，因为跨境破产协助旨在促进所有
利益相关方全面协同解决债权债务问题，而非用作特定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第二个条件实际是对原审法院管辖权的审查及认定，
这在跨境破产协助乃至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协助中均是基础性、关键性问题。

原审法院管辖破产案件依据的是其当地法律，规定不尽相同。有的法院仅受理债务人住所地在其境内的公司破产申请；有的法院
则不仅受理本地注册公司的破产申请，还受理非本地注册公司的破产申请。比如，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明确规
定香港法院可管辖非香港注册公司的破产程序，并通过 Re Yung Kee Holding Limited 案清晰列出三个条件：与香港有充分联系；
管辖将使得破产申请人受益；在香港有多个债权人。

但是，原审法院依据其当地法律行使管辖权，并不意味着被请求方法院当然认定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并从而提供协助。换言之，
被请求方法院提供协助的基础是其认为原审法院的管辖是适当的，而对原审法院管辖权的审查存在不同标准，有的依据原审法院
地法律进行审查；有的依据被请求地法律进行审查；有的另行确定一个审查标准。本案裁决以及既往判例表明，香港认定原审法
院对破产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标准系原审法院为公司注册地法院。如果是在公司注册地启动的破产程序，则香港法院可以认可与协助；
如果不是在公司注册地启动的破产程序，因香港法院尚未处理过此类请求，故会否认可与协助的立场暂不明确。比如，公司注册
地在加拿大，而于英国进行的破产程序，不一定可以得到香港法院的认可与协助。就本案而言，年富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在深圳市
福田区注册成立，因此，香港法院认为深圳中院的管辖符合提供协助的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在跨境破产协助中采取“注册地”标准审查原审法院的管辖权，并非各国（地区）通行的做法。比如《跨境破产
示范法》采用了“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标准，并在推定债务人的注册办事处为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同时，明确债务人主要
利益中心要通盘考虑债务人注册地、主要资产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管理地等因素来判断。此外，还依据债务人主要利益中
心标准将域外破产程序区分为主要破产程序和非主要破产程序，主要破产程序是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进行的程序，非主
要程序是发生在并非主要利益中心但系债务人营业所所在地的程序。因此，依据《跨境破产示范法》，被请求方法院在认可与协
助原审法院破产程序时，首先要判断该破产程序是主要破产程序还是非主要破产程序，然后对于这两种程序提供不同程度的协助。
如果原审法院地既不是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地，也不是债务人营业所所在地，则被请求方法院很可能认定原审法院没有管辖权，
从而拒绝认可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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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认可域外破产程序的法律效力

认可域外破产程序的法律效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尚未启动、正在进行的诉讼或者执行程序以及资产处置行为的效力；二是对既往
的诉讼或者执行程序以及个别清偿行为的追溯效力，即是否与本国破产程序产生同样的追溯效力，普通法系的判例对此曾呈现不同观点，
各法域的立场也不尽相同。

对于第一个方面，香港法院曾在 HCMP 2295/2019 号裁决中明确“香港法院可使用标准格式命令中止在香港针对债务人的程序，就犹如
债务人在香港进行清算”，“如果债权人在外地清算程序开始后在香港启动债权扣押程序，则该扣押程序应被终止”，“除非获得法院许
可并根据法院所订条款，任何第三方（联合清算人除外）不得针对公司、其事务、物业或财产，于本司法管辖区进行或展开任何诉讼或法
律程序。”这些做法显然符合认可与协助域外破产程序的初衷。

对于第二个方面，香港判例中涉及的突出问题为，破产程序开始前获得的暂时扣押令可否转为绝对扣押令并继续执行。如果债务人在香港
进行破产，无论债权人在破产前或者破产后获得暂时债权扣押令，该扣押令程序均不能继续进行。但是，如果债务人在域外破产，债权人
在域外破产程序开始之前就已在香港取得暂时债权扣押令，是否应当中止债务扣押程序、拒绝颁布绝对债权扣押命令呢？对此情况，有不
同的判例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追溯效力仅适用于本法域启动的破产程序，而如果债权人在域外破产程序开始之前获得暂时债权扣押令，
则该扣押令应被允许执行，即“虽然法院承认外地破产程序，但他们并不承认与外地破产程序有关的追溯原则”。这种观点受到了学术界
较多批评，也被香港法官重新审视。另一种意见认为，即使债权人在域外破产程序之前已经获得暂时债权扣押令，法院也可以拒绝作出绝
对债权扣押令。最近的判决表明，香港法院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上一种观点“与当代的跨境破产法是不一致的，而且其推理也已经不适
用于现代普通法的跨境破产协助”，并认为宜将所有债务人的资产置于域外破产管理人的控制之下，并由域外破产管理人按照当地法院认
可的程序进行管理，故应中止扣押令的效力。

四、香港在跨境破产协助中赋予域外破产管理人的职权

香港法院认可与协助域外破产程序的，可依申请赋予域外破产管理人相应的职权。香港法院遵循以下普通法原则确
定职权范围：一是域外破产管理人在香港可行使的职权，不得超过委任其身份之法律规定下所享有的职权，亦必须
符合香港实体法及公共政策；二是只有在需要行使破产管理人的职能时才可获得协助。由此，内地破产管理人在香
港行使的职权应当受限于内地企业破产法所列举的职权和按照香港法例或者判例享有的职权，并且要具体依照香港
法院的命令行使。

香港法院以命令（Order）形式列举赋予域外破产管理人的具体职权，并通过大量案例确定了较为固定的职权类型，
一般包括：第一，向第三方要求并索取有关公司及其市场推广、成立、业务往来、账目、资产、负债或其他事务（包
括破产原因）的文件和资料；第二，在香港寻找、保护、保全、占有和控制所有公司有权或看似有权获得的财产和资产；
第三，寻找、保护、保全、占有以及控制账簿、文件和公司记录，包括香港的会计和法定记录，并调查公司资产以
及导致破产的事务；第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处理公司资产的行为，特别是在香港以公司名义或在公司控制
下的任何银行账户上取得任何余款；第五，以公司的名义代表公司经营、开立或关闭任何银行账户，以收集资产并
支付联合清算人的成本和开支；第六，聘用大律师、事务律师、其他律师、联合清算人认为合适的其他代理人和专
业人士，以建议或援助他们行使本命令下的职权；第七，当有必要补充和执行本命令所述的职权时，可以其本人名
义或者是代表公司利益使用公司名义向本法院申请要求披露、提供文件、审查第三方的法庭令以及冻结令、搜查令、
检获令等其他附属济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一般都可批给域外破产管理人的职权外，香港法院在本案中还准许破产管理人行使年富
公司对其在香港的子公司的一系列权利。香港法院解释批给该项职权的主要原因在于，年富公司在香港设有两家子
公司，两家子公司在多家银行共计约有 1200 万人民币资产（资产已被冻结），共计约有 41 亿人民币应收款。而由
于该两家子公司的独任董事自 2018 年以来被依法监禁，上述资产和应收款均无法处理。故年富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有
必要代表年富公司行使对两家子公司的股东权利，重新委任两家子公司的董事，进而处理上述资产和应收款。

五、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协助的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95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
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据此规定，近年来，在两地司法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最高人民法院与香
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关于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
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等一系列司法协助安排，为两地普通民商事案件相互协助提供了法律依据。
当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两地经贸往来更加紧密，跨境破产协助的需求越来越多。为进一步深化
两地跨境破产领域的司法合作，共同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退出和公司拯救机制，营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正与香港特区律政司积极磋商两地跨境破产方面的司法协助事宜，期待境内外学术界和实
务界积极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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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relationship

Solid relationship with
Mainland China
New office in Shenzhen & Shenzhe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e have reached a preliminary agreement with the
Shenzhe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CIA”)
and our new office, also the first mainland branch
office of Hong Kong barristers chambers, will be
located in Shenzhen Lok Ma Chau. We will visit
the new office in Shenzhen whe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lift the travel restriction.
The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u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will provide
a total of approx. 20,000 Sqf office areas to SCIA
and other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like us. We will
have public area to be shared with others, such as
conference room, hearing room and other facilities,
etc.
At the same time, since SCIA will set up a branch
office there and many other famous arbitral institutions
will also be invited, it will provid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work with SCIA and other arbitral institutions
on trainings, seminars, and events. The South China
(Hong Kong) Court of Arbitration, will also set up an
office over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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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C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battle against
coronavirus in Wuhan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德辅抗疫基金支援武汉

自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以来，德辅一直关心国内疫情，得知前线医院缺乏医疗物资后，德辅立刻开展了医疗物资的采购和捐
赠工作，目前已经向湖北省共 8 家医院捐赠数批防护服、隔离衣以及制氧机等物资，尽微薄之力，以表达我们对前线医护
人员的支持。目前疫情已经初现曙光，我们期待疫情早日得到控制，中港正常交流早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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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s
New Head and Deputy Head of
Chambers
DVC is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Winnie Tam
SC, JP has been appointed the new Head of
Chambers. Ian Pennicott SC, QC took over as
DVC’s Deputy Head of Chambers with effect
from 5th March 2020.

Winnie Tam
SC, JP

Ian Pennicott
SC, QC

DVC is grateful to John Scott QC, SC, JP for
his laudable and unwavering stewardship of
Chamber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decade.

Latest in a series of new
appoints

Winnie Tam
SC, JP

DVC's Head of Chambers, Winnie Tam SC, JP,has
been appointed to the Appointments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effective[2 May 2020]. This is in addition to her
current appointment to the Nominations Committee
of HKIAC since November 2018, following significant
reforms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HKIAC.

The Appointments Committee fall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HKIAC Counci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are empowered to appoint and confirm
arbitrators, emergency arbitrators, mediators and
expert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arbitrators, to
fix the costs of arbitrations and review and admit
members to HKIAC's panels and lists of arbitrators.

Winnie Tam SC, JP has taken on the mantle of
Co-Chair of Women In Arbitration, a group set
up under the auspices of HKIAC to promote and
advanc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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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f DVC’s members were singled out by
Lawdragon 500
DVC's William Wong SC, JP, José-Antonio Maurellet SC and Look-Chan
Ho were identified as legal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Leading Global Restructuring
& Insolvency Lawyers in the Lawdragon 500 Guide for 2020.
Des Voeux Chambers was also the only Hong Kong set to be accredited in the
Guide.

德辅大律师事务所 3 名成员上榜 Lawdragon 500

王鸣峰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 ; 于 1998 年开始在香港执业，并于 2010 年获得了英属维珍群岛的大律师执业资格。
王大律师在 2013 年被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王大律师现在还担任证监会的非执行董事以及税务上诉委员会副主席
之一。王大律师亦是现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仲裁委员会主席。

王大律师在商事诉讼领域具有广泛的执业经验，在公司法、破产法及证券法领域的经验尤为丰富。他经常代表客
户处理股东或投资者争议，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王大律师是香港第一位在百慕大法院出庭审讯的大律师。
他亦曾在中国大陆的庭审及国际仲裁中担任专家证人，就香港公司法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并曾以仲裁员身份参与
国际仲裁。

王鸣峰

在本业之外，王大律师亦服务于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若干特别委员会。他目前担任海外律师考核委员会和内地事务
委员会的副主席。此外，他还是香港中殿学院协会的顾问。
王大律师发表过许多著作。他是《香港民事司法程序》（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2001 年版与 2002 年版
的编辑之一。他与罗修章先生合著的《公司法 – 权力与责任》（Company Law – Powers and Accountability）
于 2003 年出版。该书是香港公司法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后被译成中文，其中文版于 2005 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随后，他与罗修章先生及刘祉仁大律师于 2017 年出版了此书的第二版。

毛乐礼资深大律师是一位欧亚裔香港人。他的母语是英文、广东话和法语。此外，他亦能使用普通话进行商业
沟通交流。毛乐礼资深大律师于牛津大学圣艾德蒙学院修读法律。他于 2000 年取得香港大律师执业资格，并于
2016 年被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毛乐礼资深大律师之执业范围非常广泛，他曾就各类股东纠纷、清盘呈请及公司清盘过程中相关申请（例如委任
临时清盘人，《公司条例》第 221 条下作出的询问、撒销不公平优惠等）提供法律咨询或于聆讯中代表客户。他
亦经常为客户处理与银行和金融服务相关的争议，尤其擅长处理关于不当销售金融产品的纠纷。

毛乐礼

毛乐礼资深大律师亦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认可仲裁员、金融服务争议仲裁员、以及紧急仲裁员。他曾担任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委任委员会成员以及有效争议解决中心认可调解员。2003 年至 2018 年，毛乐礼资深大律师曾担任《香
港民事司法程序》 (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the White Book) 特约编辑。他现为《香港法律汇报和摘要》
(Hong Kong Law Reports and Digest) 顾问编辑及《香港公司法》(Company Law in Hong Kong) 特约编辑。

何禄赞大律师擅长处理公司及重组事宜，尤其以跨境争议为执业重点。他因高水准的法律专业能力闻名于多个司
法管辖区，并且经常为包含复杂法律事宜的交易提供法律意见。
在成为大律师之前，何大律师曾在富而德律师事务所伦敦及香港分所担任事务律师超过 15 年，并曾为亚洲区重
组及破产事宜负责人。

何禄赞

何大律师曾为上海华信集团（香港）的资产接管和清盘、中国兴业太阳能的债务重组、中国山水水泥的债务重组
及临时清盘申请、亚洲电视的重组安排计划及雷曼兄弟的清盘诉讼，包括处理剩余资产的方案等事宜提供法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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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f DVC’s members
were appointed as
members of the
HKIAC’s Women in
Arbitration
HKIAC’s Women in Arbitration initiative (WIA) has established the first
WIA Committee and WIA Executive Committee (together, Committees).
Winnie Tam SC, JP is appointed as the Co-Chair of the WIA
Committee and Connie Lee is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WIA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WIA Committe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shaping the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WIA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gender diversity in
arbitration and related areas in China. The WIA Committee members are
based in a variety of locations to extend the reach of WIA’s work. The
incoming WIA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2020 – 2022 term are:
Winnie Tam SC, JP (Co-Chair), Des Voeux Chambers (Hong Kong)
Lixia Zhang (Co-Chair), Beijing Huamao & Guigu Law Firm
(Beijing)
Shahla Ali, Faculty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ann Bao, Arbitration Chambers (Hong Kong)
Lili Ji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Binbin Sun, Zhong Lun Law Firm (Shanghai)
Melody Wang, Fangda Partners (Beijing)
Ling Yang, HKIAC (Shanghai)
Xi Zhang, iCarbonX Co., Ltd. (Shenzhen)
The WIA Executive Committee will work with the WIA Committee
Members to implement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The incoming WIA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2020-2022 term are:
Ling Yang, HKIAC
Connie Lee, Des Voeux Chambers
Yu Li, Independent Arbitrator
Monika Prusionowska, China-EU School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ojun Wang, HKIAC
All Committee members are proficien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谭允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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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匡怡

德辅大律师事务所 2 名成员
获推选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下设仲裁女性俱乐
部（WIA）首届委员会以及执
行委员会成员
德辅大律师事务所 2 名成员
获推选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下设仲裁女性俱乐
部（Women In Arbitration）
首届委员会以及执行委员会成
员。
谭允芝资深大律师、太平绅士、国际仲裁员、调解员担任仲
裁女性俱乐部联合主席。
李匡怡大律师获推选为仲裁女性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成员。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下设 Women In Arbitration（WIA，
仲裁女性俱乐部）欣然宣布首届委员会以及执行委员会（以下合称
“委员会”）成立。
WIA 委员会的职能包括制定政策、策划活动以提升仲裁及中国相关
业务领域中的性别多样性。分布各地的 WIA 委员会成员亦有助于扩
大 WIA 影响范围。2020-2022 届 WIA 委员会成员包括：
谭允芝（联合主席），德辅大律师事务所（香港）
张丽霞（联合主席），北京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北京）
Shahla Ali，香港大学法学院（香港）
鲍其安，Arbitration Chambers（香港）
姜丽丽，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孙彬彬，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
王晓萌，方达律师事务所（北京）
杨 玲，HKIAC（上海）
张 曦，碳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WIA 执行委员会负责配合委员会成员施行政策并筹办活动。20202022 届 WIA 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
杨 玲，HKIAC
李 昱，独立仲裁员、国际商会上海代表处法律专家
Monika Prusionowska，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李匡怡，德辅大律师事务所
王笑君，HKIAC
所有委员会成员均能流利使用中文和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