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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伴随企业活动的全球化、社会经济的复杂化以及法律制度的频繁修订，客户的

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愈加要求律师事务所能够提供高效准

确的法律服务。为适应这一需求，我所集聚优秀的日本和中国法律服务人员及专

业的工作团队，汇集共享各类知识、信息、经验和业务技巧，专心致力于开拓新

的业务领域。与此同时，为回报社会，我们也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这本

手册就是我所活动的一个介绍。

秉承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致力于成为最受客户信赖的律师事务所的理念我所

律师及全体工作人员将励精图治，不懈努力。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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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革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于2002年12月1日由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和滨田松本律

师事务所合并设立而成，2005年7月1日，又与MAX律师事务所合并。2021年1

月至今，我所有日本律师近484名，外国法事务律师7名，还有司法代书人、中国

律师、外国律师、律师助理、翻译、图书管理员和其他员工约700人，现已成为

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大规模综合律师事务所。此外，我所分别于1998年在北京，

2005年在上海，2012年在新加坡，2013年在福冈，2014年在大阪和仰光，2015

年在曼谷和名古屋开，2016年在雅加达，2018年在胡志明，又于2020年在高松开

设了代表处。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前身之一的森综合律师事务所，自1949年森良作律师

创立以来，一直以强大的国内诉讼业务为基础，同时着力于稳步扩展广阔的国内

外企业法务市场，包括企业并购、破产、金融、知识产权、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等领域，作为高端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获得业界好评。滨田松本律师事务所，

创业之初即在以国际金融为中心的涉外法律服务领域获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在融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同时也扎实地扩大国内

外的一般企业法务市场，进一步充实了诉讼部门的实力。MAX律师事务所在日

本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领域也是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

我所在充分利用传统业务领域的成果和优势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业务领域

的融合与扩充，力求提供更广泛更高水准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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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滨田松本律师事务所的基本理念

我所一贯以全力服务客户为宗旨。这对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来说仿佛理所当然，

但是真正时时刻刻将其贯彻到为客户服务的每一个细节中并非易事。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获得了众多客户的高度评价，在多项法律服务领域于日本国内外处于领

先地位。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努力，谨记全力服务客户这一根本宗旨，时刻不忘提

高专业服务水平，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

Firm of Choice（客户首选的事务所）

我们的目标 ：

当客户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时

担负最复杂的课题时

需要最迅速地进行解决时

我们始终是客户最倚重与最先联系的事务所。

为此我们

• 深入理解客户的目的与背景

• 拥有对专业领域的丰富知识与经验，保持宽广的视野

• 集聚事务所的全部力量，为客户排忧解难

所以我们

• 与客户同步成长，为顺应时代需要而不断变革

• 在日本、甚至全球确立作为拥有NO.1的高质量服务之Law Firm的信任与评价

• 为国内外各种法律制度与实务的发展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

致力于事务所所属人员的自我实现、高质量生活的实现，努力构建大家引以为荣

的团体。

我所的律师

我所的律师分别具有日本国内律师资格、外国法事务律师资格及相应的各国律

师资格。每位律师作为能够独立开展业务的专业人士，均以客户利益的最大化

为目标，相互之间精诚合作，每日刻苦钻研业务。

我所律师在各业务领域致力于为日本国内企业法务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贡献。

此外，努力坚持国际性视野，在关注商事法的国际发展潮流的同时，积极研究日

本国内的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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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简介

中国业务

我所拥有丰富的中国业务经验、完善的体制、高素质专业人才，致力于为中日企业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为向中日客户提供更专业化的法律服务，我所组建了强大的中国业务团队，并相

继于1998年、2005年分别开设了北京代表处和上海代表处。我所既有高素质的

中国律师，也有熟悉中国法知识并熟练掌握中、英文的日本律师，建立了横跨日本

（东京、大阪、福冈）和中国（北京、上海）的业务网络，随时为中国客户的日本相关业

务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的完善机制。

目前为止，中国业务团队已经积累了大量中国相关案件的经验和专业技巧。我们

的业务范围不仅涵盖公司法务、并购、重组、清算等传统优势领域，还包括中国企

业海外投资、反垄断、日本上市、中国企业在日本的纠纷解决等前沿领域。具体如下：

M&A・企业重组

我所从事各种类型和领域的M&A、企业重组和企业间合作等业务，经办的案件

覆盖日本国内并购、跨国并购、上市公司间的交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友好收购、

敌对收购、MBO、收购和反收购等，案件类型多样，手法不一。

我所熟知最前沿的M & A专业知识和技巧，曾多次负责处理日本高难度大规模案

件，并深入参与了日本企业并购法律制度的立法过程。另外，我所具有代理多起

中国企业收购或投资日本企业案件的实务经验。通过M & A专业团队和中国业务

团队精诚合作，我所能够为中国企业的对日投资提供战略方案的制定、交易结构

的设计、尽职调查、合同起草和谈判、交易实施、与会计、税务、咨询、评估等中介机

构的沟通和联系等全方位的高效高质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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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我所作为日本资本市场和证券发行领域的领先者，长年为国内外发行人和承销商

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我们的业务范围涉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全球发行、附

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金融衍生商品、投资信托产品、外国公司债券、J-REIT等，具

有全方位的实务经验和高度的专业知识，始终参与大规模和高难度的国内外案。

中国公司到日本上市方面，我所的实务经验在日本同行业中首屈一指。另外，在日

本的证券法律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我所经常就以有价证券报告书为主的持

续披露、适时披露等上市规则、内幕交易规则、投资者关系、年报·CSR报告书等

的制作、股份回购、金融商品交易业务合规管理、外国公司的业务支持等上市公司

在执行金融商品交易法、证券交易所规则等各项规定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种种问

题和难点，进行及时妥善的法律建议。

结构性金融业务

我所从日本结构性金融业务（Structured Finance）的起步阶段即开始从事该

项业务。从以应收账款债权、租赁·信用债权、住房贷款债权等为对象的传统的

资产证券化·流动化商品，到不良债权证券化、不动产·不动产担保贷款证券化

（CMBS）等，再到最尖端的知识产权融资，整体业务证券化（Whole Business

Securization），我所始终在众多最前沿且极富挑战性的案件中起到关键作用，

在业界已确立并稳固了领先地位。

银行法务

我所代理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和投资家等，为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除银团贷款等

传统的金融交易外，还包括并购贷款、夹层贷款、知识产权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

新型和混合性的交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律师对架

构设计、谈判、合同的起草和讨论等提供全面的专业支持。

杠杆收购融资

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LBO）是指收购者将抵押收购对象的未来现金

流或现有资产而取得的融资款用于收购资金的金融手段。我所的律师们通晓有

关LBO金融手段的法律和实务中的问题，对变化中的各种适用法律做出及时和

准确的分析，根据各个案件的特殊情况设计出适当的交易安排并起草具有针对

性的法律文件，以此就许多并购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融资问题提供法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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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我所凭借在代理外国基金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自1982年引进日本最早的

投资业务合伙以来，始终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务和理论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我所以丰富的具有实践性的知识经验，对国内外基金的组成和集资活动提出适

当的建议，在基金日常运营管理方面提供法律协助，并对基金的投资和投资回

收/退出交易提供企业并购、重组、公开发行股票、资产处置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

资产管理・投资信托・日本不动产投资信托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所具有向资产管理、投资信托和日本不动产投资信

托（J-REIT）领域的客户提供全面服务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专业性和丰富经验

的众多律师和协助团队对任何委托都提供全方位综合性服务。

创业企业

我所对创业企业所面临的诸多法律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比如在接受创业

投资基金的投资时对投资方提出的优先股等融资安排要求的对策;积极采用企

业并购方式进行扩张时的企业并购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通过上市迅速提升企业

价值并扩大融资渠道时面临的有关证券法务的问题;开拓新兴尖端业务领域时

的合规性问题;以及以技术为核心的创业企业面临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

题等。

公司治理

为应对日常业务活动中的风险，实现长期发展，企业必须建立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我所运用在向众多的委托人提供咨询的过程中累积的经验知识，根据各委托人

的不同需求和特征，为构筑既不损害企业效益又能够实现高度透明和合法性的

治理机制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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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劳务

我所及时跟踪劳动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判例的动向，以丰富的实务经验针对国内外

众多委托人各种各样的人事劳务咨询事项提供迅速妥善的建议。

竞争法・反垄断

鉴于近年来竞争法·反垄断法领域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我所聚集具有丰富海外实

务经验以及在日本反垄断执法机构——公平交易委员会执业经验的律师，组成

强有力的专门团队，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并且，我所通过和海外实力雄厚

的律师事务所紧密合作，为解决全球性竞争法·反垄断法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法律

支持。

不动产法

针对不动产产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所就不动产商务中的各个阶段和局面向国

内外委托人提供全面的不动产法律服务，包括企业结构设计、谈判、不动产尽职

调查、合同起草、纠纷解决等。尤其在不动产证券化·流动化、项目融资、不动产投

资信托及不动产私募基金等不动产和金融产品的结合日益深入的今天，我所始

终致力于确切掌握不动产业务动向，时时以最新的知识和技巧提供最佳服务。

环境法・防止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我所积极参与并推进了众多排

出权交易、二氧化碳抵消计划（ Carbon Offset）、排出权相关金融产品的组成等

案件，在日本的防止全球变暖法务方面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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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管理

我所长年以来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深入参与了众多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我

们充分利用累积的经验，汇聚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为企业实现风险最小化提

供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法律服务。

金融行业管理法

就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企业的设立审批手续，我所在各种金融服务·商

品设计的建议、销售·推广规定等行为规范的制订、利益冲突管理体制等内部管理

机制的构筑运用以及处理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等等方面，提供广范的服务。

其他行业规制・消费者方面

日本在对各种行业进行纵向规制的同时，还有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横向的规定。

这些规定涵盖各种产业的所有行业。我所通过对各种规制法大小案件的处理经

验，由精通法规目的内容和监督机关想法的律师，为企业活动的圆满顺利提供

协助。

业务重整・破产

我所在众多的重整、破产清算或法定程序外的债务处理等案件中，作为破产财产

管理人、债务公司代理人、专业顾问、债权人代理人等，处理了任务浩繁的众多案

件，创下卓越业绩。另外，在重整·破产领域和M&A·金融领域律师的精诚配合

下，积极参与了众多经营不善的企业的M&A、资产抵押贷款、债转股、债务重组等

开创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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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我所的税务领域服务以税务规划和税务争议诉讼为中心，涵盖所得税、法人税、地

方税、消费税、关税、遗产税、赠与税和固定资产税。在日益复杂的M&A案件和金

融交易中，我所积累的经验在为客户构筑合理架构，实现节税目的方面起到巨大的

作用。

诉讼・ADR

我所创立以来一贯将诉讼等纠纷解决业务作为核心业务之一。目前纠纷案件具

有专门化、复杂化、大规模化的倾向，我所针对这种情况构筑了完善的服务体系。

国际纠纷解决

随着企业活动的国际化，日本企业在国外、外国企业在日本遇到各种纠纷的情况

也日益增加。我所与海外主要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在以国外法院为舞台的诉讼实

践中为日本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也代理了众多外国或外资企业在

日本法院的案件。

企业刑事法务

我所以丰富的处理企业犯罪·丑闻案件的经验，提供全面的企业刑事法务服务。

另外，在处理由企业犯罪·丑闻案件引发的股东代表诉讼、居民诉讼和交易对方

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等的民事诉讼和行政处分的方面，也有提供专业服务的完

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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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从解决日常发生的新的法律问题、为开创新业务提供支持，到合同条款的起草等，

我所为IT企业解决了大量问题，积累了丰富经验。大型电脑系统开发的纠纷处理

和有关高新通信技术的合同起草等业务也是我所的强项。我所聚集了精通最尖

端IT技术、IT相关法律知识并熟知IT业界特殊情况的律师，提供务实的战略性

建议。

知识产权・娱乐行业

我所在日本有丰富的、处理各种知识产权侵害纠纷以及专利、商标等无效审判和

判决撤销请求案件的经验。针对日益增多的海外纠纷，通过有海外留学·实务经

验并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和外语能力的律师，运用我所中国业务团队和其他海外

法律事务所网络，进行纠纷处理，以期得到最佳解决。另外起草和修改知识产

权有关合同也是我所的日常业务之一。

亚洲业务

我所就日资企业对亚洲各国的投资、各种贸易和M&A提供法律服务。主要涉及

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香港和新加坡等国的法律业务。

欧洲业务

就欧洲企业的收购、合并，有关竞争法的咨询和当局的应对，其他投资信托的组

成等，我所和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当地法律事务所精诚合作，在广泛的业务范

围内提供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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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hambers Global 2021评选中，本事务所在下列领域名列前茅。

相关领域 : M&A，金融，资本市场，银行业务，J-REITs ，金融衍

生品，基建/能源，诉讼/纠纷解决， IT/生命科学/知识产权，中国

法务，泰国法务，缅甸法务

在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 2021的评选中，本所在以下领域位

居榜单前列，26名律师被选为各个领域的Leading individuals。

相关领域 : M&A，私募股权，不动产相关，金融，资本市场，银行

业务，项目融资，基建/能源，诉讼/纠纷解决，知识产权诉讼，业

务重整/破产，危机管理，竞争法/反垄断法， IT/生命科学/知识产

权，知识产权/娱乐行业，税务,劳动法务，业务继承/财产管理

路孚特发表了2020年资本市场法律顾问报告，本所在日本普通股发

行人方的法律顾问排行榜中荣获第1名。

相关领域 : 金融，资本市场

在“mergermarket的2020年日本M&A排行榜”评选中，本所在金额

的排行榜中荣获第1名。

相关领域 : M&A

路孚特发表了M&A法律顾问排名榜，本所在2020年日本企业相关的

已结束案件的金额的排行榜中荣获第1名。

相关领域 : M&A

在“Bloomberg的2020年M&A排行榜”评选中，本所在案件数的排行

榜中荣获第1名。

相关领域 : M&A

2021年1月

2021年1月

2021年1月

2021年1月

获奖及排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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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hambers Asia Pacific 2021评选中，本事务所在下列领域名

列前茅。

相关领域 : M&A，保险，不动产相关，金融，资本市场，银行业务， J-

REITs，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投资信托，基建/ 能源，诉讼/纠纷

解决，业务重整/破产，竞争法/反垄断法，IT/生命科学/知识产权，

税务，劳动法务,InsurTech,贸易法

在Who's Who Legal:Thought Leaders Global Elite – Data

2020评选中，小野寺良文律师当选为 Thought Leader。

相关领域 : IT/生命科学/知识产权 个人信息保护/隐私

本所在Asia Law & Practice 的 asialaw Profiles 2021评选中当

选“Recommended firms”，并在以下领域中获得高度评价。

相关领域 : M&A，私募股权，金融，银行业务，资本市场，不动产

投资/融资，竞争法/反垄断法，公司治理，诉讼/纠纷解决，基建/

能源，电力/煤气，金融相关监管，不动产相关，保险，涉及消费

者的相关法律法规，电力通信/电波，IT/生命科学/知识产权，知

识产权/娱乐行业，税务

在“汤森路透集团国际性法律杂志ALB(Asian Legal Business)的

ALB Japan Law Awards 2020”评选中，本所在以下领域获奖。

相关领域 : M&A，IT/生命科学/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娱乐行业，

不动产相关，电力通信/电波，金融，不动产投资/融资

在Best Lawyers(最佳律师)举办的The 11th Edition of The Best

Lawyers™ in Japan的评选中，本所有120名律师当选。

相关领域 : M&A，私募股权，公司治理，法律法规的遵守/交易，

金融相关监管，不动产相关，保险，金融，资本市场，结构性融资，

银行业务，项目融资，诉讼/纠纷解决，业务重整/破产，危机管理，

竞争法/反垄断法，IT/生命科学/知识产权，IT，知识产权/娱乐行

业，个人信息保护/隐私，税务，劳动法务，国际业务，基建/能源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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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业绩

M&A

代理中国某上交所上市公司收购日本某著名度假村集团旗下度假村的100％股

权

代理中国某保险公司收购日本某办公楼（交易额超过6,000亿日元 ; 最终放弃

交易）

代理中国某上交所上市公司收购日本某非上市公司（尽职调查后放弃收购 ;意

向交易额为20亿日元）

作为日本某著名不动产公司的代理人，参与了日本某商社和该不动产公司联合

向中国某集团下属的物流设施事业出资约12亿人民币（向第三人定向增发）

的交易

代理日本某著名家电制造商向中国某大型家电集团出售日本和东南亚四国的洗

衣机、冰箱事业（股权收购＋事业收购）（交易额约为1亿美元）

代理卖方向中国某大型家电集团出售日本某著名免税店的股权

代理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与日本某著名连锁温泉会馆开展资本和业务合作

代理日本某大型服装公司接受中国某集团的出资（向第三人定向增发）

代理卖方向中国某大型企业共同出资的特殊目的公司出售日本某高尔夫公司的

股权（股权转让）

代理中国某大型太阳能电池制造商收购日本某著名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股权

参与了中国某大型金融机构对日本某不动产公司的收购（收购价格为数千亿

日元）

参与了中国某大型金融机构对日本某公司及不动产的收购（收购价格为数千亿

日元）

参与了中国某大型金融机构对日本不动产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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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代理中国某大型国有企业在日本设立分公司等

为中国某IT企业的日本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等

为中国某服务行业企业在日本设立子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为中国某大型国有企业办理日本子公司的解散及清算业务

资本市场

为IT、环境服务等相关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IPO提供法律服务

知识产权

作为代理人参与中国某大型电器企业与日本企业间的专利纠纷

为中国某大型IT企业向日本企业购买著作权以及获得使用许可等提供法律服

务、起草、审阅合同

作为代理人参与了中国某大型游戏制作企业与日本企业间的使用许可合同相关

纠纷

代理众多中国企业在日本进行商标与品牌的管理

劳动

为中国某大型IT企业探讨其日本子公司的员工招聘相关问题，审阅劳动合同等

参与了中国某大型航空企业、某大型通信企业的日本子公司的员工解雇相

关纠纷

就中国某IT企业的日本子公司的招聘相关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某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处理日本子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之间的报酬纠纷

诉讼、仲裁

作为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的代理人参与了与其投资相关的纠纷案件

作为某中国个人投资者代理人处理其与日本被投资者之间的纠纷案件

其他

代为数家中国上市公司就其日本相关业务在中国进行持续信息公开提供法

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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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滨田松本知识产权代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的介绍

本事务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设立了关联公司--森滨田松本知识产权代理（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概述如下），这是一家专门从事中国商标申请和诉讼等业务的公司，现已开始办

理业务。

此次设立使本所可以向客户提供从中国抢注商标监视、商标的事先调查、商标申请手续、商

标相关诉讼、行政查处到著作权登记等相关业务，完善了一站式服务体系。

在中国，第三方恶意注册商标（抢注申请）的情况依旧严重，侵犯商标权和著作权的仿制和

盗版商品等依然横行，而委托到能够专门且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当地代理人却并非易事。

本事务所将与现有的北京代表处、东京所的商标团队以及新公司无缝合作，为各位客户在中

国获取商标权，排除抢注申请，查处仿制和盗版产品以及维权方面提供日本律所特有的高质

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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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本 茂彦
Shigehiko Ishimoto

合伙人

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1994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一东京律师协会

2001年 注册为纽约州律师

所属纽约州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韩语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

律师简介

石本茂彦律师广泛从事中国相关业务，涉及对华投资

（M&A、合资等）、中国企业对日投资、中国企业法人重组等

公司案件、结构融资和QFII基金等金融案件、反垄断法案件、

不动产投资案件以及产品责任和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出口管

理、经济制裁等贸易案件等。2002年至2010年，担任本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自2015年起，就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每年都在Chambers Global的Corporate/M＆A部门及The Best

Lawyers in Japan的Corporate and M&A Law部门中获得高度

评价。还广泛从事以台湾、香港、韩国、越南为中心的其他亚

洲地区的业务。

主要著作有《中国法入门 第2版》（株式会社弘文堂 2019年，

共同著作）、《外国公务员行贿受贿规制及实务应对-海外投

资企业的全球合规》（商事法务 2014年 共同著作）、 《中

国商务法必备2012》（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2012年 编辑兼作

者）、《最新 中国商务法理论与实务》（株式会社弘文堂

2011年，共同创作）。

【履历】

1992年 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

1999年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结业

2000年 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

2000年 纽约Hughes Hubbard & Reed律师事务所任职

【活动】

2005年 日本律师联合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干事

2009年 东京大学法学院外聘讲师

2012年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2013年 第一东京律师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

2014年 日本律师联合会国际业务推进中心委员

2014年 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部会不公正贸易政策

与措施调查委员会 委员

2016年 日本律师联合会国际交流委员会 委员

2017年 环太平洋司法工作者协会(IPBA)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委员会 议长

2020年 日本律师联合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副委员长

2020年 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理事

江口 拓哉
Takuya Eguchi

合伙人

大阪代表处共同代表

胡志明代表处代表

1995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二东京律师协会

2004年 注册为纽约州律师

所属纽约州律师协会

2014年 所属大阪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越南、泰国

tel.+81-3-5223-7736（东京）+86-21-6841-2500（上海）shigehiko.ishimoto@mhm-global.com

江口拓哉律师自1995年进入本事务所以来，一直从事

中国 等亚洲业务。1998年至2001年派驻北京代表处，

为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提供全方位的咨询。继

美国留学及研修后，在泰国和越南当地的法律事务所

进行研修。回国后，就日本企业在中国等亚洲地区的

投资、M&A、企业重组、合资、各种交易合同、合规管

控及违规应对、就亚洲各国的裁判和仲裁纠纷等法律问

题与当地律师合作，为其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在

《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企业法务、 律师调查”国

际经济法、贸易领域评选中获得高度评价，并入围

Best Lawyers in Japan（The 11th Edition）提名

的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和

“Trade Law”部门名单。

【履历】

1990年 庆应义塾大学法律系毕业

1998年 森综合法律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任职(～2001年)

2002年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

2002年 华盛顿市Arnold & Porter律师事务所任职

2003年 曼谷 International Legal Counselors Thailand

律师事务所任职

2004年 河内VILAF-Hong Duc律师事务所任职

2010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2013年)

2014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大阪代表处共同代表

2018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胡志明代表处代表

【活动】

2005年 日本仲裁员协会事务局次长

2011年 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商业科学研究科兼职讲师

Takuya Eguchi / Co-representative of Osaka Office / Representative of HCMC Office

Shigehiko Ishimoto /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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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imitsu Mori / Partner

Yoshifumi Onodera / Partner

小野寺 良文
Yoshifumi Onodera

合伙人

2000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二东京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

【履历】

1998年 东京大学农学系应用生命科学 森林生命科学专业

2014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任职（～2020年）

2020年 森滨田松本知识产权代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任职(至今)

【活动】

2007年 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知识产权法）（～2015年）

2013年 日本律师联合会知识产权中心委员

2013年 日本经济产业省新兴国家知识产权实施战略研究会委员

2014年 东京海关知识产权专门委员

2014年 国际律师协会（IBA）知识产权和娱乐业委员会官员

2016年 就任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缅甸

“法律完善帮扶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咨询小组委员

2016年 一般财团法人发明推进协会 抵制仿制品对策顾问

小野寺良文律师自2000年进入本事务所以来，负责日本国

内及海外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法相关诉讼

（侵权诉讼、宣告无效、撤销判决诉讼）、仲裁及实施许可合

同谈判等案件。包括国有企业的诉讼代理在内，为众多中

国企业提供日本知识产权方面的咨询服务。2014年起作

为首席代表派驻北京代表处，并频繁往于返东京、北京两

地，精通两国实务。同时入选了Chambers Global 2016-

2020，Best Lawyers in Japan（The 4th-11th Edition）

及Whoʼs Who Legal TMT 2016-2017, Data 2018-2020。

精通上市及未上市实业公司的战略性M&A、私募股权投

资案件、创业投资支援等M&A交易业务。在经济产业省参

与了公司治理研究会的创办，并整理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在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学习美国的M&A交易实务，在Alston  

& Bird LLP主要协助日本企业的对美投资。自2016年起

在本事务所上海代表处执业，自2019年起在北京代表处执

业，以中日间的入境、出境M&A  交易为中心，积极参与

中国相关业务。自2020年起，就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履历】

2005年 庆应义塾大学法律系毕业

2007年 庆应义塾大学法科大学院毕业

2011年 派遣至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组织课（课长助理）

（～2013年）

2015年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毕业

2015年 Alston & Bird LLP 亚特兰大事务所任职（～2016年）

2016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上海代表处任职（～2019年）

2017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上海代表处一般代表任职(～2019年)

2019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任职(至今)

2020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任职(至今)

森 规光
Norimitsu Mori

合伙人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2008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二东京律师协会

2016年 注册为纽约州律师

所属纽约州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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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Kang / Foreign Law Partner

康石律师自1997年起主要围绕中日间的投资案件开展业

务。2005年起的4年间，在美国纽约从事企业并购、证券发

行、私募基金设立和投资案件等企业法务工作。2009年

起业务重心转移到亚洲，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跨境交易业务。

入选Chambers Global2016 - 2018的Corporate/

M&A部门名单。

【履历】

1997年 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

1997年 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任职（～1999年）

2001年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毕业

2004年 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

2001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任职（～2003年）

2005年 纽约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律师事务所

任职（～ 2006年）

2006年 纽约Debevoise & Plimpton律师事务所任职（～2008年）

2008年 纽约Sullivan & Cromwell律师事务所任职（～2009年）

2009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任职（～2011年）

2011年 上海国策律师事务所任职（～2014年）

2014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作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中国法）

任职（至今）

康 石
Shi Kang

合伙人

1998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1999年 注册为中国律师

2005年 注册为纽约州律师

2014年 注册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

（中国法）

所属第二东京律师协会

【语言】 中文、日语、英语、韩语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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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 Yuan / Counsel

有着扎实的法律知识及丰富的实务经验，涉及M&A、不动

产投资、QFII基金等的融资、以及中国相关公司法务的全

面领域。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履历】

2001年 中国政法大学毕业

2004年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硕士毕业

2005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

2007年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博士毕业（取得博士学位）

2017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特别顾问任职

原 洁
Jie Yuan

特别顾问

2004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语言】 中文、日语、英语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日本

tel.+81-3-5223-7796（东京）+86-21-6841-2500（上海）shi.kang@mhm-global.com

tel.+81-3-6266-8583（东京）+86-10-6590-9292（北京）jie.yuan@mhm-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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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a Suzuki / Associate

tel. +81-3-6213-8118（东京） kanta.suzuki@mhm-global.com

主要从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跨国投资，企业的并购、重组和

清算，公司法相关业务，反垄断，劳动法，关税，环境，合规，危

机管理，涉外仲裁等争议解决等相关案件。

此外，也致力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相关的投资和贸易，企

业重组，合规，涉外仲裁等争议解决等案件的应对。2016  

年至2020年，担任本事务所北京代表处一般代表。

【履历】

2000年 东京大学教育系毕业

2000年 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任职（～2004年）

2007年 早稻田大学法科大学院毕业

2008年 律师法人Cast任职（～2010年、2011年～2015年）

2009年 日本律师联合会法科大学院中心干事

2011年 台湾大学语文中心汉语课程毕业

2011年 万国律师事务所（台北）任职（～2011年）

2016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北京代表处一般代表任职（～2020年）铃木 干太
Kanta Suzuki

日本律师

2008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东京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中文、英语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台湾、香港

Min Li / Counsel

tel.+86-21-6841-2500（上海） min.li@mhm-global.com

具有多年学习和实务经验所积累的法律知识以及熟练的

英语能力。主要业务领域为FDI、中国国内外商投资企业

运营相关，M&A等。

【履历】

2005年 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毕业

2008年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

2013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

2013年 Slaughter and May香港所任职

2014年 Slaughter and May伦敦所任职

2017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特别顾问任职

李 珉
Min Li

特别顾问

2007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2013年 取得纽约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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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jiro Yamaguchi / Associate

基于在北京留学学习汉语的经验，积极从事中国及越南案

件，并负责中国及越南最新法律法规相关的信息的收集工

作。

【履历】

2001年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学毕业

2007年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法务研究科毕业

2007年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学教育部自愿退学

2008年 律师法人曾我・瓜生・糸贺法律事务所任职（～2010年）

2008年 留学北京进修语言（～2009年）

2012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任职（～2013年）

2013年 北京大学外资企业EMBA高级研究班毕业

2014年 Frasers Law Company任职（～2016年）

2016年 调至LNT&Partners胡志明所任职（～2018年）

2019年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毕业

2019年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曼谷代表处任职(～2020年)

2021年 派遣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法律部门(至今)

山口 健次郎
Kenjiro Yamaguchi

日本律师

2008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二东京律师协会

2020年 注册为纽约州律师

tel.+81-3-6266-8792（东京） kenjiro.yamaguchi@mhm-global.com

【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泰语、

越南语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越南

Mitsuru Igarashi / Associate

tel. +81-3-6266-8906（东京） mitsuru.igarashi@mhm-global.com

五十岚充律师主要负责中国人事劳务案件（例如企业重组

中的人员安置问题、对公司规章进行合规性检查时的劳务

应对及制定/变更规章时的劳务应对、员工涉嫌不正当行

为或存在其他问题时的处理以及劳务纠纷方面的建议等）。

在日本国内的人事和劳务案件方面也拥有丰富的经验，并

从中日劳动法比较的视角提供法律服务。

2015年至2020年派驻中国，在中国人事劳务领域的第一线，

正面面对了许多来自日本企业的课题，积累了丰富经验，

同时熟悉当地的实际业务。

主要著作为《中泰越劳动法实务Q&A》（劳动调查会 2018

年，合著）、《中国劳动法案件档案》（日本法令 2017

年，合著）、《中国的劳务管理Q&A》（日本国际贸易促

进协会 2016年，合著）。

【履历】

2005年 庆应义塾大学法律系毕业

2007年 庆应义塾大学法科大学院毕业

2011年 高井·冈芹法律事务所任职（～2020年）

2015年 高井·冈芹法律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任职（～2017年）

2017年 高井·冈芹法律事务所 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任职（～2020年）

五十岚 充
Mitsuru Igarashi

日本律师

2011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一东京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中文、英语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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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shi Ugajin / Associate

自进入本事务所以来，主要负责人事、劳动纠纷等案件（解

雇、请求未支付工资等个别劳动纠纷案件、职场骚扰事件、

惩戒事件、停工事件等的咨询应对等）。

曾接手大量中国相关的诉讼，仲裁案件以及诉讼及仲裁前

的交涉工作。并参与办理了多起M&A、结构金融案件。

【履历】

2010年 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

2012年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曹养成专业（法科大

学院）毕业

2016年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汉语（高级）专业毕业

2019年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毕业

2019年 香港Gall Solicitors任职（～2020年）

tel.+81-3-6266-8946（东京） takashi.ugajin@mhm-global.com

宇贺神 崇
Takashi Ugajin

日本律师

2013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二东京律师协会

2020年 注册为纽约州律师

所属纽约州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中文、英语

【亚洲执业经验】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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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hei Fukushima / Associate

福岛翔平律师自进入本事务所以来，主要负责不动产交易

案件，并广泛涉及贸易管制、国际交易和业务重组等多种案

件。此外，还积极参与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件、中日间跨境交

易及纠纷解决案件等与中国相关的案件。

【履历】

2015年 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

2016年 东京大学法科大学院 自愿退学

tel.+81-3-5223-7714（东京） shohei.fukushima@mhm-global.com

福岛 翔平
Shohei Fukushima

日本律师

2017年 注册为律师

所属第二东京律师协会

【语言】 日语、中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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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1-3-6212-8339（东京） jiayi.ji@mhm-global.com

tel.+81-3-6213-8368（东京） jun.cui@mhm-global.com

Jiayi Ji / Foreign Lawyer

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及扎实的外语功底。主要从事中日间

投资方面的法律事务，擅长并侧重对外贸易、劳动等中国企

业法务领域。

【履历】

2009年 上海财经大学法律系毕业

2013年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毕业

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扎实的外语功底，以中日间投资为

主，广泛涉及M&A、知识产权、合规案件等中国企业法务。

【履历】

2009年 大连民族大学法律系毕业

2012年 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经济法学硕士毕业

吉 佳宜
Jiayi Ji

2009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崔 俊
Jun Cui

2010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Jun Cui / Foreign Lawyer

张 超
Chao Zhang

2014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tel.+81-3-6212-8304（东京） chao.zhang@mhm-global.com

【履历】

2009年 国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日语本科毕业

2012年 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毕业

2012年 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任职（～2017年）

2017年 虎门中央法律事务所 世泽外国法事务律师事务所

（外国法共同事业）任职（～2019年）

Chao Zhang / Foreign Lawyer

作为在中国大陆注册的执业律师，具备丰富的实务经验与

良好的沟通技能。主要面向中日两国的企业，在投资与并

购、清算与撤退、知识产权及争议解决等领域，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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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驰
Chi Wu

2012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tel.+81-3-6212-8377（东京） chi.wu@mhm-global.com

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并且熟练掌握日语和英语。专注于

涉外法律业务，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

亦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履历】

2015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

2016年 日本九州大学法学府IEBL项目毕业（LL.M）

Chi Wu / Foreign 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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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雪骏
Xuejun Zhang

2012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tel.+81-3-6266-8711（东京） xuejun.zhang@mhm-global.com

【履历】

2012年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

2012年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第二专业）毕业

2012年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任职 (～2014年)

2017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毕业

Xuejun Zhang / Foreign Lawyer

通过丰富的法律知识与扎实的外语能力，就日本企业在中

国投资及中国企业在日本投资，在企业设立、合规、劳务、

纠纷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

tel.+81-3-6213-8176（东京） wei.chai@mhm-global.com

Wei Chai / Foreign Lawyer

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扎实的外语功底，以中日间投资为中

心，广泛从事中国企业法务，包括企业合规、知识产权案件、

劳务案件等。

【履历】

2012年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

2012年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第二专业）毕业

2015年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毕业

柴 巍
Wei Chai

2012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Wei Chai / Foreign Lawyer



MORI HAMADA & MATSUMOTO

- 25 -

纪 钧涵
Chunhan Chi

2007年 取得台湾律师资格

2010年 登录台北律师公会 tel.+81-3-6266-8557（东京） chunhan.chi@mhm-global.com

【履历】

2001年 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

2005年 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毕业

2005年 萬國法律事务所（Formosa Transnational 

Attorneys at Law）任职（～2016年）

2015年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毕业

2016年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博士课程

2016年 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任职（～2019年）

Chunhan Chi / Foreign Lawyer

自2005年开始在台湾从事律师业务以来，一直专注于日本

与台湾间的企业并购、金融、劳务问题、合规管理、一般

公司法务及民商事纷争解决等与日本及台湾两地间相关的

法律服务工作。运用在日本和台湾两地的执业经验，对在

台湾投資日本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向 师慧
Shihui Xiang

2020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2020年 取得纽约律师资格 tel.+81-3-6213-8181（东京） shihui.xiang@mhm-global.com

【履历】

2018年 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

2019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研究生院毕业

2019年 金杜律师事务所硅谷分所任职（～2020年）

Shihui Xiang / Foreign Lawyer

蘇 春维
Chunwei Su

2007年 取得台湾律师资格

2010年 登录台北律师公会

tel.+81-3-6213-8136（东京） chunwei.su@mhm-global.com

自2010年开始执行律师业务，其中以日本企业于台湾之投

资业务为主。运用在台湾涉外法律事务所累积之法律知识

及业务经验，基于台湾法立场，对企业提供相关法律咨询，

包含公司设立、M&A、法令遵循等。

【履历】

2001年 国立臺北大学司法学系毕业

2008年 明治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交换留学生

2010年 国立臺北大学法律学研究所毕业

2010年 萬國法律事务所（Formosa Transnational 

Attorneys at Law）任职（～2017年）

2017年 明治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前期毕业

Chunwei Su / Foreign Lawyer

有着扎实的法律功底及熟练的英语能力，从事与中国相关

的跨境交易、公司治理、知识产权、投资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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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高洁
Gaojie Xie

2015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Gaojie Xie / Foreign Lawyer

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及高超的外语能力，办理中日间投资、

企业合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劳动等案件。

tel.+86-10-6590-9292（北京） gaojie.xie@mhm-global.com

【履历】

2011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

2011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经济学第二学位）

2014年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毕业

高 玉婷
Yuting Gao

2013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Yuting Gao / Foreign Lawyer

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及高超的外语能力，办理专利、商标、

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案件、纠纷解决、企业合规

等案件。

tel.+86-10-6590-9292（北京） yuting.gao@mhm-global.com

【履历】

2008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毕业

2012年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法政理论专业法学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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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旸
Yang Shen

2012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tel.+81-6-6377-9407（大阪） yang.shen@mhm-global.com

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及高度的语言能力，为日本企业开展

中国业务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业务广泛涉及对中投资，

企业合规，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等各个方面。同时也为中

国企业推进在日业务提供支持。

【履历】

2009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修士课程修了（知识产权法）

2012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取得

（知识产权法）

2012年 TMI综合法律事务所 执业（～2016年）

2016年 辩护士法人 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大阪分所执业

（～至今）

Yang Shen / Foreign 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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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珊
Shan Yao

2010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有着扎实的法律功底及熟练的日语能力，擅长处理各种公

司法务。涉及企业并购、股权转让、劳务等各个领域。

tel.+86-21-6841-2500（上海） shan.yao@mhm-global.com

【履历】

2005年 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毕业

2012年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研究生院毕业

Shan Yao / Foreign Lawyer

胡 勤芳
Qinfang Hu

2013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以中国外商投资为中心，广泛从事企业设立、M&A、公司

清算、企业合规、劳动、外汇等企业法务。

tel.+86-21-6841-2500（上海） qinfang.hu@mhm-global.com

【履历】

2011年 大连理工大学日语系毕业

2014年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律系硕士毕业

Qinfang Hu / Foreign 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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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乐天
Letian Dai

2009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Letian Dai / Foreign Lawyer

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广泛从事M&A、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企业合规、融资、外汇等业务。

tel.+86-21-6841-2500（上海） letian.dai@mhm-global.com

【履历】

2010年 上海大学法学院毕业

2015年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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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立惠
Lihui Meng

2013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Lihui Meng / Foreign Lawyer

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扎实的外语功底，以中日间投资为中

心，广泛从事中国企业法务，包括企业合规、反垄断法案件、

税务案件、商业贿赂案件等。

tel.+86-21-6841-2500（上海） lihui.meng@mhm-global.com

【履历】

2013年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学专业（刑事法律方向）毕业

2013年 华东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第二专业）毕业

2015年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法学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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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昕阳
Xinyang Li

2017年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

（未注册为执业律师）

Xinyang Li / Foreign Lawyer

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扎实的外语功底，主要从事中日间

投资，M&A、公司治理、劳动、外汇等法律业务。

tel.+86-21-6841-2500（上海） xinyang.li@mhm-global.com

【履历】

2015年 江苏大学日语系毕业

2018年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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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大阪

邮编100-8222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2丁目6番1号

丸之内PARK BUILDING（〒100-8222）

TEL: +81-3-6212-8330

FAX: +81-3-6212-8230

Email: mhm_info@mhm-global.com

网站主页: www.mhmjapan.com

邮编530-0011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大深町4番20号

GRAND FRONT大阪 A楼 17层

TEL: +81-6-6377-9400

FAX: +81-6-6377-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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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福冈

高松

邮编450-0002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村区

名站3丁目28番12号

大名古屋BUILDING23层

TEL: +81-52-446-8660

FAX: +81-52-446-8661

邮编810-0001

福冈县福冈市中央区1丁目6番8号

天神T W I N BUILDING 9层

TEL: +81-92-739-8140

FAX: +81-92-739-8141

邮编760-0017

香川县高松市番町1丁目1番5号

NISSAY高松BUILDING

TEL: +81-87-802-4490

FAX: +81-87-802-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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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5号

北京发展大厦3楼（〒100004）

TEL: +86-10-6590-9292

FAX: +86-10-6590-9290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00号

恒生银行大厦6楼（〒200120）

TEL: +86-21-6841-2500

FAX: +86-21-6841-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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