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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英国合瑞律师事务所，简称我所
或者HCR，始建于1796年（即清
乾隆退位那一年）, 历史悠久 ，是
由Rickerbys和Harrison Clark
两大国际律师事务所合并组成。

我所现拥有共370名律师与律师
辅助人员。我所的律师有着处理
国际业务的丰富经验。

我所为公司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
法律服务，业务多集中于英国的
南部和中部。

• 我所的公司客户中有来自英国
本土的公司及银行，也有来自投
资英国的中国公司或来自其他
国家的公司。

• 我所的个人客户包括英籍人士
和非英籍人士，主要为他们提
供各类商务投资咨询服务。

与总部设于伦敦且规模庞大的律
师事务所相比，我所的收费更亲
民、管理更有效，因而我们能为客
户提供有效便捷的法律服务。

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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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被评为英伦六大地区的头号律师事务所

• 我们认识和了解地方当局人员

•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融入该地方的商业环境

七家英国办公室
覆盖英国各地区

• 律师团成员具有英格兰顶级律师水准

• 合伙人亲手做业务 
(不像某些伦敦所会把业务留给年轻小律师做）

• 保证您能方便及时地联系到主要负责律师

拥有国际律所经
验的律师

• 团队大部分成员不在伦敦市中心办公

• 与总部处于伦敦的所相比，我所的房租花费仅为其20%

• 我们较低的办公成本致使我们服务价格具有竞争力

较低的办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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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HCR将国际业务分为八大板块，致力于
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融资和银行业务
•	 项目开发与融资

•	 能源与基础设施融资

•	 房地产融资、结构性融资

•	 国际贸易融资和应收帐款

商业业务
•	 广告协议；

•	 代理协议	

•	 分销协议

•	 设备租赁协议；

•	 特许经营协议；

•	 商业交易主要条款；

•	 合资及合作协议；

•	 外包协议；

•	 （货物及/或服务的）供应与采购
协议；及

知识产权和技术
•	 知识产权的购买、保护、执行和使用

•	 知识产权组合的协调与管理

•	 专利许可和转让

•	 专利、商标、版权的侵权和法律诉讼

•	 数据保护

•	 体育、媒体和娱乐

监管与诉讼
•	 争端解决

•	 监管合规

•	 诉讼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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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 房地产的收购与处置
• 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和融资
• 房地产基金的设立
• 房地产租赁及争议解决
• 房地产抵押贷款及其组合证券化

税务
•	 私人理财管理
•	 税务咨询
•	 并购中的税务及收购后的税务整合
•	 税务争议

劳动和移民
•	 商业交易中涉及的各类劳动法问题
•	 个人和团体移民
•	 雇员跨国派遣及全球人事调配与管理
•	 雇员解雇事宜、争议解决与诉讼
•	 退休金及退休金基金设立

重组和清算
•	 财务重组、经营重组
•	 正式清偿和破产程序
•	 不良并购业务的处置
•	 与清偿和破产相关的调查、诉讼和执行

除以上八大板块业务以外， 
我们还为客户提供以下其他服务

•	 公证服务	
•	 合作伙伴关系
•	 规划与环境
•	 采购
•	 初创企业之常见法律问题
•	 技术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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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球服务网络
我们的客户经常需要多个国家的法律建议。我们已经在全球建成了自成一
体的律师事务所网络，他们定位高端，都能在本国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
服务网络中的每个事务所精准定位，根据自身实力为客户提供优质和有求
必应的服务和商业建议。为了我们的客户能得到无缝对接的全球法律服务，
我们精心地开发并持续地维护着与他国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关系。

更多信息刊登于我们地网站，欢迎您来浏览。

如需联系我们（中文或英文），请联系：

Nicolas	Groffman	郭恺		律师

电邮:		 ngroffman@hcrlaw.com

办公电话：	 +44	(0)	118	925	6005

手机：	 +44	(0)	7816	59293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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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Rod Thomas，管理合伙人，企业部负责人 
+44	(0)1905	744888	|	+44	(0)7771	908904	|	rthomas@hcrlaw.com	

•	 企业结构	

•	 兼并和收购	

•	 银行和金融	

•	 私人股权融资	

Nicolas Groffman（郭恺），合伙人, 国际业务部负责人 
+44	(0)118	9256005	|	+44	(0)7816	592934	|	ngroffman@hcrlaw.com	

•	 专业从事投资项目	

•	 媒体和电信	

•	 医疗保健和教育	

•	 多种国际交易

•	 语言能力：中文／英文

Jon Whitbread, 合伙人, 破产与重整部负责人 
+44	(0)1242	216175	|	+44	(0)7815	754839	|	jwhitbread@hcrlaw.com	

•	 公司重组，并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如银行）进行谈判	

•	 财务、破产及重整	

•	 企业与个人的破产事宜	

•	 可为贷款和担保提供咨询	

Robert Capper, 商业法律合伙人
+44	(0)1905	744814	|	+44	(0)7909	970	323	|	rcapper@hcrlaw.com

•	 知识产权保护

•	 商业合同，代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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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Beatty，诉讼部合伙人
+44	(0)1905	746471	|	+44	(0)7969	791	915	|	ebeatty@hcrlaw.com

•	 国际仲裁

•	 法官

•	 诉讼律师

Claire Thompson，合伙人，就业和移民部负责人
+44	(0)1905	746462	|	+44	(0)7824	622474	|	cthompson@hcrlaw.com	

•	 商业移民组负责人	

•	 劳动法和就业	

•	 可以对有争议和无争议的劳工问题提供咨询

Arpinder Dhillon，合伙人, 企业，商务服务部负责人, 
Herefordshire 
+44	(0)1905	744810	|	+44	(0)7958	134	281	|	adhillon@hcrlaw.com	

•	 企业资产出售和购买	

•	 公司股份销售和购买	

•	 管理层收购	

•	 股东协议	

•	 公司/企业重组和重构	

Nick Wagstaffe，合伙人，企业部
+44	(0)118	9256098	|	nwagstaffe@hcrlaw.com	

•	 企业结构	

•	 兼并和收购	

•	 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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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Fabian，合伙人，商业地产负责人 
+44	(0)1242	246420	|	+44	(0)7834	573	572	|	mfabian@hcrlaw.com	

•	 商业租赁交易和续订	

•	 永久产权及租赁销售和采购	

•	 担保物权融资和再融资交易	

•	 房地产开发	

Richard Wilkey, 合伙人，Cheltenham负责人 
+44	(0)1242	216254	|	+44	(0)7817	447881	|	rwilkey@hcrlaw.com	

•	 私募股权	

•	 企业交易	

•	 国际企业交易	

Tim Walker, 合伙人，银行和金融 
+44	(0)1242	246	469	|	+44	(0)7715	060366	|	twalker@hcrlaw.com	

•	 银行和资产融资	

•	 跨境担保贷款	

“该团队为我们这项重要且复杂的交易提供的优质服
务令我们很满意。他们高效、积极主动，加班加点不辞
辛苦，最终让我们取得超过预期的好结果。”

挪威Imarex集团法律顾问		Gaute	Gra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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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伯明翰 T: +44 (0)121 454 0739 53 Calthorpe Road, Edgbaston, Birmingham, B15 1TH

切尔腾纳姆 T: +44 (0)1242 224422 Ellenborough House, Wellington St, Cheltenham, GL50 1YD

赫里福德 T: +44 (0)1432 349670 Thorpe House, 29 Broad Street, Hereford, HR4 9AR

泰晤士河谷 T: +44 (0)118 925 6100 200 Brook Drive, Green Park, Reading, RG2 6UB

伍斯特 T: +44 (0)1905 612001 5 Deansway, Worcester, WR1 2JG

罗斯镇 T: +44 (0)1989 562377 6 High Street, Ross-On-Wye, HR9 5HL

By Appointment: 伦敦市

www.hcrla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