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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专业知识 
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昂帆百达是一家德国领先的商事律师事务所，涉足业务涵盖经济法的各个方面。  
正是值得信赖的个性化咨询服务使我们脱颖而出。我们的专家能够敏锐地感知客户
的需求。 

我们不只是强大的合作伙伴
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战略咨询服务

1990年
成立

9个
办事处

全球范围内超过

260位
专业人员（律师、审计师和税务师）



专业能力

您的最佳代理

您需要帮助？我们乐于为您提供咨询。昂帆百达的律师、税务顾问和审计师精通经
济法的每一个领域。我们重视您的独特需求，我们的专家能够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
建议，并与您携手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我们将自身的法律专长与对于产业的理
解相结合，并且不受执业组别和工作地点的限制。

我们能够针对10项不同的产业类别以及在18类法律领域内为您提供咨询，并为您提
供综合性的专业意见。

产业专长
银行和金融
消费品、服务和零售
数字、媒体和技术
能源
医疗保健
工业类
移动通信
私人客户
公共部门
不动产

54

法律领域
劳动法
能源经济法
环境、社会和治理
金融服务法和保险法
公司法和并购
工业产权保护
不动产法
破产法和重组
信息技术和数据法
反垄断法
争议解决
公证
行政法
税法
基金会法和家族继承
招投标法
合同法和商法
经济刑法和合规

我们的目标：根据您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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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中心

我们为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专门的业务中心，我们的专家从当地或从其他办事
处为德国和国际客户提供关于市场准入、具体项目和投资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的咨
询建议。

中国事务部
独联体地区事业部
荷兰事务部
投资德国
俄罗斯事务部
西班牙事务部 
美国事务部

我们的全球网络

昂帆百达律师事务所是欧洲昂帆律师事务所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昂帆是一家独立
的欧洲商事律师事务所联盟，其借助自身的独特优势，帮助客户应对欧洲复杂而微
妙的法律和商业环境。我们立足欧洲：拥有坚实的合作关系和对未来的共同愿景。
我们与欧洲昂帆律师事务所联盟的其他成员所共同拥有一个基于相互信任和相同价
值观及质量要求的全球网络。无论您身处何方、意向何处，无论是在北美洲、中美
洲和南美洲、北欧、西欧和东欧、俄罗斯或亚洲、中东、非洲、大洋洲或太平洋地
区，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所呈现的不只是“地图上的旗标” 
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一流的法律咨询服务

我们的优势：基于相互信任的国际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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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

我们深知我们所提供的法律建议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行事始终尽心
尽责 ─ 对客户，对员工、对社会均为如此。

多元化

我们的团队经常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因此，我们对多元化极为重视。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工作环境，让每一个人不仅感到有挑战，而且感到
被支持和尊重。我们希望为团队中的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无论其国籍、种族、
性别、宗教信仰、年龄、性取向、身份或是否身患残疾。我们将所有关于人员选择
和职业道路的决定建立在客观、专业的标准之上。如果我们的团队成员仍然感到受
到歧视，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值得信赖的平权专员。

平衡

我们乐于运用数字化技术，使每个人都能尽可能地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从而实现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律师及合伙人均可毫无困难地以非全职的形式开展工作，并且
可以通过居家办公使工作时间与自己的生活状况相适应。我们甚至修改了公司章
程，允许权益合伙人进行非全职的工作。我们将之视为一项重要的举措，特别是为
女性成为合伙人打开了机遇之门。

环境与社会

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深深扎根于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日常生活。我们始终
以环保的方式开展工作，例如尽可能减少因差旅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降低纸
张和电力的消耗。不言而喻，我们还肩负对于广大社会的责任。我们在工作中奉
行“放眼全球，立足本地”的信条：定期向各办事处所在城市的慈善机构提供支
持。

公益性

我们认为，将我们的专业知识无偿用于公共利益和公益事业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
重点是为追求合法事业的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提供咨询和代理。Pro Bono Publico 

作为德国公益协会（Pro Bono Deutschland e.V.）的成员，我们在社会和生态项
目中传递着我们的专业知识。该协会是一个在德国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注册
协会，致力于促进公民参与为公益和慈善事业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我们因为能够在经济法的所有 
领 域 为 您 提 供 出 色 的 咨 询 建 议 
而倍感自豪 ─ 全面、值得信赖和 
高度个性化。”

PHILIPP COTTA , 
管理合伙人

8

（拉丁语：为公众利益) 。



我们的核心价值

无论是在各自所处区域还是全球范围内或是其行业领域，我们的专家在许多重要的
排名榜、奖项和出版物上均广受认可：《钱伯斯》、《法律500强》、《最佳律师》、     
 《JUVE》、《律师》和《法律名人》。

欢迎您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或搜寻微信号：advantlaw关注欧洲昂帆律师事务所联盟 
的微信公众号。 

更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advantlaw.com

关于昂帆

昂帆百达律师事务所是欧洲昂帆律师事务所联盟的成员。昂帆是一家欧洲商事律师事务 
所联盟，其定位是借助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国际网络，帮助客户应对欧洲复杂而微妙的法
律和商业环境。

欧洲昂帆律师事务所联盟助您欧洲启航。

该联盟由三个创始成员于2021年发起：

 ● 法国Altana律师事务所

 ● 德国百达律师事务所

 ● 意大利安启建律师事务所

欧洲昂帆律师事务所联盟的成员所全部为各自领域的杰出法律顾问和税务顾问。

联合后的昂帆团队由超过140名权益合伙人和600多名执业专家（律师、审计师和税 
务师）组成。我们的办公地点包含中国的两个城市（北京、上海），并且遍布欧洲的14个 
城市（柏林、布鲁塞尔、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弗莱堡、汉堡、伦敦、米兰、慕尼黑、
莫斯科、巴黎和罗马)

在国内和国际业务中，每个昂帆成员所都为许多在各自行业内领先的中国和国际品牌及
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这包括众多在信息技术和电信、汽车和交通、消费品、制药、媒体
和金融服务行业的蓝筹股公司。

诚信

信守承诺

专注于客户的需求

培养一种百折不挠、认真负责和 
长期协作的文化

成为备受客户信赖的战 
略顾问

卓越

欧洲本土最好的律师 
事务所之一

以最高的国际标准提供一 
流的国际服务

提供深层次的产业知
识和专业技术

提供务实且具有商业 
价值的建议

高效

跨越司法领域提供无缝 
对接的全方位服务

匠心独具，为客户节约用度

为客户提供灵活有竞争 
力的报价机制

巧用科技创新成果， 
为客户寻求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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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帆成员律师事务所办事处：

北京 |  柏林 |  布鲁塞尔 |  杜塞尔多夫 |  法兰克福 |  弗莱堡 |  汉堡 |  伦敦 |  米兰 |  莫斯科 |  慕尼黑 |  巴黎 |  罗马 |  上海

北京 
朝阳区光华路1号
北京嘉里中心南楼
31楼3130室
邮编100020
beijing@advant-beiten.com
电话: +86 10 85298110

柏林  
Luetzowplatz 10
10785 Berlin
Germany
berlin@advant-beiten.com
电话: +49 30 26471-0

布鲁塞尔  
Avenue Louise 489  
1050 Brussels
Belgium 
brussels@advant-beiten.com
电话: +32 2 6390000  

杜塞尔多夫 
Cecilienallee 7 
40474 Dusseldorf 
Germany
dusseldorf@advant-beiten.com
电话: +49 211 518989-0  

法兰克福
Mainzer Landstrasse 36 
60325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frankfurt@advant-beiten.com
电话: +49 69 756095-0  

弗莱堡
Heinrich-von-Stephan-Straße 25  
79100 Freiburg im Breisgau
Germany
freiburg@advant-beiten.com
电话: +49 761 150984-0

汉堡 
Neuer Wall 72 
20354 Hamburg 
Germany
hamburg@advant-beiten.com
电话: +49 40 688745-0  

莫斯科
Turchaninov Per. 6/2 
119034 Moscow 
Russia
moscow@advant-beiten.com
电话: +7 495 2329635  

慕尼黑 
Ganghoferstrasse 33 
80339 Munich 
Germany
munich@advant-beiten.com
电话: +49 89 35065-0  

我们的办事处

advant-beit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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