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专业领域主要专业领域

并购  公司法务  争议解决  不动产  劳动与雇⽤  知识产权/科技、媒体和通信（TMT）

其他专业领域其他专业领域

并购 跨境并购  并购/重组  合资  ⻛险投资  商业联盟
公司法务 公司法务与商事交易  股东会与股东关系  公司治理  在⽇本建⽴商业实体
争议解决 国际诉讼与仲裁  国际仲裁  替代性争议解决  商事诉讼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争议解决
不动产 不动产投资  不动产交易
劳动与雇⽤ 劳动争议  ⾼管（董事和监事）  劳动相关法律的合规
知识产权/科技、媒体和通信（TMT） 知识产权许可和交易  版权和娱乐  信息技术，媒体和电信法律法规  保健，药学和⽣命科学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争议解决

TOPICSTOPICS

森胁  章  A K I R A  M O R I W A K I

合伙⼈律师

上海代表处⾸席代表

东京总部 / 上海代表处

TEL: 81-3-6775-1043 (东京总部)   86-21-6160-2311 (上海代表处)

FAX: 81-3-6775-2043 (东京总部)   86-21-6160-2312 (上海代表处)

森胁章律师作为⽇本律师早于1998年到中国，⼀直在北京居住⾄2007年，在这段时间⾥，他
主要处理⽇本企业对中商务的各种法律问题。⽬前仍然以中国业务为主要领域，在回到东京
事务所后，他利⽤丰富独特的经验继续活跃在亚洲诸多法律领域(包括⾹港、台湾、印度、⻢
来⻄亚、印度尼⻄亚、越南、泰国、韩国、新加坡和缅甸)。代理案件的领域⼗分⼴泛，包括
对亚洲诸多法律领域的直接投资、M&A、反垄断法、私募股权及其他案件，也协助本事务所
的各领域的律师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此外，⾃90年代起⼀直致⼒于通商问题(反倾销等)，是精
通此领域中为数不多的⽇本律师。作为公益活动，具有连续3年参加中国公司法、反垄断法及
市场流通法相关ODA法律修改⽀援的经验，也参与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法计划。从2009年
开始，森胁律师作为中国⼈⺠⼤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年数次为中国学⽣进⾏中⽂讲义。
2012年12⽉，森胁律师在⽇本经济新闻“年度最活跃律师”的“综合排名(外国法部门)”中被评选
为第⼀名，在“企业选择律师排名(外国法部门)”中被评选为第2名。2014年12⽉开始，森胁律
师被选聘为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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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新兴国家业务组 竞争法组 重整及破产业务组
Data Privacy & Digital业务组

外部研讨会
2023年5⽉18⽇

2023海上丝路国际经贸仲裁⾼级研讨会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争议解决制度新发展"

获奖经历
2023年4⽉20⽇

The Best Lawyers in Japan™ 2024

外部研讨会
2023年3⽉23⽇

2023年度第1次⾦融・保险部会（针对⾦融・保险部会会员）“中国与⽇本法律的异同〜数据主权与个⼈信息保护
〜”。

业务组业务组

经历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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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 庆应义塾⼤学（法学⼠）
1995年4⽉ ⽇本最⾼法院司法研修所

加⼊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1998年9⽉ - 1999年9⽉ 中国北京语⾔⽂化⼤学（汉语培训）;中国政法⼤学（⾮学位研究⽣课程）
1999年10⽉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复职
2000年5⽉ - 2000年9⽉ 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原Winthrop, Stimson & Putnam Roberts）（纽约分

所）
2000年10⽉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复职
2002年1⽉ 成为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合伙⼈
2002年6⽉ - 2007年12⽉ ⽇本安徳森·⽑利·友常律师事務所北京代表处⾸席代表
2004年12⽉ - 2005年1⽉ 筑波⼤学商务学科研究⽣院客座讲师
2007年1⽉ - 2007年2⽉ 筑波⼤学商务学科研究⽣院客座讲师
2008年3⽉ 筑波⼤学商务学科研究⽣院客座讲师
2009年1⽉ - 2009年2⽉ 筑波⼤学商务学科研究⽣院客座讲师
2009年4⽉ - 現在 中国⼈⺠⼤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2011年7⽉ - 現在 东亚破产再建协会⽇本⽀部 管理⼈员 ⽀部理事
2013年9⽉ - 現在 ⽇本安徳森·⽑利·友常律师事務所驻上海代表处⾸席代表
2014年12⽉ - 現在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仲裁员
2017年4⽉ - 現在 庆应义塾⼤学法学院客座讲师
2018年4⽉ - 2018年9⽉ 神户⼤学法学研究⽣院客座讲师/客座教授
2020年4⽉ - 2020年9⽉ 神户⼤学法学研究⽣院客座讲师/客座教授
2020年6⽉ - ⽇本辩护⼠（律师）联合会外国律师及国际法律业务委员会副委员⻓
2020年10⽉ - 中国⼀带⼀路商事调解中⼼ 调解员
2022年1⽉ -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2022年4⽉ - 2022年9⽉ 神户⼤学法学研究⽣院客座讲师/客座教授
2022年4⽉ - 中⽇投资促进机构理事
2022年10⽉ - 深圳福⽥河套国际商事调解中⼼专家调解员

伴随共同法⼈创设的会则和会规的修订 ⽇辩联委员会新闻 （外国律师及国际法律业务委员会新闻） 2021年9⽉
新冠疫情下的宪法学 弘⽂堂 2021年3⽉
中国法⼊门 弘⽂堂 2019年10⽉
FTA∕EPA概述 MUFG BK 中国⽉报（2019年6⽉） 2019年6⽉
解除对中国企业并购和战略投资的管制 《BTMU中国⽉刊》（2017年11⽉） 2017年11⽉
新三板 - 概述、现状和潜⼒ - 《BTMU中国⽉刊》（2017年7⽉） 2017年7⽉
AMTー促进⽇本、中国和主要亚洲地区之间的双向贸易 2017年4⽉
与中国公司终⽌业务关系时相关的谈判要点 《律师》（2015年11⽉） 2015年11⽉
反倾销、反垄断和反腐败事宜的法律⻛险管理的共同要点 《律师》2014年10⽉ 2014年10⽉

著作著作  论⽂论⽂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23744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22775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20830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20311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13620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13621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05401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13622_cn_001
/cn/publications/detail/publication_0013623_cn_001


中国法律导论 弘⽂堂出版公司 2013年10⽉
Q&A:关于亚洲和新兴国家公司法律实践的策略 商事法务 2013年4⽉
⽇本企业在亚洲扩张涉及的法律问题 《律师》（2012年1⽉） 2012年1⽉
中国商法的最新理论与实践 弘⽂堂出版公司 2011年10⽉
亚洲法律市场上的⽇本律师事务所 《律师》（2011年3⽉） 2011年3⽉
中国反垄断法的最新实践〜中国宽恕条例的颁布〜 《律师》（2011年2⽉） 2011年2⽉
中国境内⽇本企业的劳务管理 - 迅速认识形势及开展务实管理 《全球管理⽉刊》，第344期 2010年12⽉
侵权法在中国的颁布、诉讼⻛险增加的可能性、⼗⼤特征及对公司实践的真实影响 《律师》（2010年5⽉） 2010年5⽉
《中华⼈⺠共和国侵权法》的颁布与中国⺠法的发展趋势 法律时报（2010年2⽉） 2010年2⽉
中国反垄断法的前沿：最新案例研究和预期将要颁布的并购指引 《律师》 2009年6⽉
中国环境法规的最新发展 《律师》（2009年3⽉） 2009年3⽉
与在中国开展业务有关的反垄断法⻛险 《律师》（2008年11⽉） 2008年11⽉
外商对中国不动产的投资 《律师》（2008年7⽉） 2008年7⽉
⽆知是不可原谅的 - 中国的反垄断法 《经济学家周刊》（2008年2⽉） 2008年2⽉
中国反垄断法的颁布所产⽣的影响- 并购与合规问题及其积极利⽤ 《律师》（2007年11⽉） 2007年11⽉
在中国经商 - 合规体系及其在中国⽇益增加的必要性 《经济学家周刊》（2007年8⽉） 2007年8⽉
《中华⼈⺠共和国反垄断法案》（2006年6⽉22⽇草案）---概述及可能的公司⻛险管理---  《国际商事法务》第34卷，第9-11期
（2006年9⽉、10⽉和11⽉）

2006年9⽉

中华⼈⺠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章 《⽇本商事仲裁期刊》，第538期（2002年4⽉），第540期（2002年6⽉） 2002年4⽉
中国反倾销制度的新发展 《⽇本商事仲裁期刊》，第535期（2002年1⽉） 2002年1⽉
供商务⼈⼠使⽤的互联⽹法律百科全书 ⽇经商业出版公司，2001年2⽉ 2001年2⽉
在中国执⾏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本商事仲裁协会（JCAA），出版社，2000年2⽉） 2000年2⽉
中国合同法新解 《国际商业法》，第28卷，第2期（2000年2⽉） 2000年2⽉
颁布《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并购与拆分条例》 《国际商业法》，第27卷，第12期（1999年12⽉）并购与拆分 1999年12⽉

2023海上丝路国际经贸仲裁⾼级研讨会 "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争议解决制度新发展"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福建厦门⾃贸区、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福建省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厦门市分会、海上丝路仲裁中⼼

2023年5⽉18⽇

2023年度第1次⾦融・保险部会（针对⾦融・保险部会会员）“中国与⽇本法律的异同〜数据主权与个⼈信息保护〜”。 上海⽇本商
⼯俱乐部

2023年3⽉23⽇

IPBA第31届迪拜年会同期委员会会议5“中国仍是全球投资的重要⽬的地吗？” 环太平洋律师协会（IPBA） 2023年3⽉9⽇
⻓三⾓⾦融法治论坛 ⾦融服务⻓三⾓⼀体化的法律视⾓ "海外资本市场的东京视⾓" 江蘇⼤学 外滩⾦融创新試験区法律研究中⼼、
上海股権投資協会和上海市国際服務貿易⾏業協会、鎮江市律師協会、鎮江律師学院、IPBA

2023年2⽉19⽇

⽇本律师联合会中⼩企业国际业务⽀援律师介绍制度10周年纪念研讨会“⽇本经济的未来和律师的作⽤” ⽇本律师联合会 2023年2⽉15⽇
2022中⽇韩仲裁法⽐较研究 “⽇本仲裁法律实务最新动态” 李昌道学术思想研究中⼼、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业协会、⻘岛市企业
评价协会

2022年11⽉24⽇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2022年年会暨第⼗五届中国仲裁与司法论坛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平台建设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12⽇

第204次“IBL Chinese Lawyers Club” 〈座谈会〉新冠疫情下上海・中国的当地情况〜从当地的视⾓进⾏实情报告和⽇中⽐较〜 ⼀
般社团法⼈ 国际商事法研究所

2022年6⽉7⽇（⽕）

资本市场法治国际合作新机遇 IPBA、上海华东政法⼤学 2021年12⽉18⽇
浦东地域联络会总会（演讲会兼交流会）“似是⽽⾮的中国法”〜中国法治社会中真正的法律⻛险管理〜 上海⽇本商⼯俱乐部浦东地
域联络会

2021年11⽉23⽇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仲裁发展新趋势暨上海国际仲裁中⼼与⽇本国际争议解决中⼼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上海国际仲裁中⼼）, ⽇本国际争议解决中⼼

2021年11⽉22⽇

粤港澳⼤湾区融合发展下的仲裁机构国际化新机遇 平⾏论坛（第⼆场A）: 律师与仲裁机构国际化的良性互动 律师与仲裁机构的国际化
〜中⽇的共通点〜 （主办单位）环太平洋律师协会 （承办单位）⼴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20⽇

演讲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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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环太平洋律师协会东亚区域会议 东亚法治合作新机遇 （主办单位）环太平洋律师协会、（承办单位）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协办单位）天津市律师协会

2021年9⽉25⽇

⼤中华区线上研讨会⑨ 中国新的个⼈信息保护法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 2021年11⽉前企业应如何应对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21年9⽉16⽇
“领航计划”涉外律师培训营第四期「“对⽇业务〜中⽇之间各种交易合同的制作实务〜” 」 上海市律师协会 2021年5⽉30⽇
2021 中欧投资与法律领导者论坛 - 在不确定中探寻未来 "中外律所国际业务发展新机遇" （主催）SCLA 瑞中法协 /深圳市律师协
会“⼀带⼀路”涉外法律专业委员会 （共催）KUBAS KOS GALKOWSKI /RUGGLE PARTNER / CHIGBU CO / 讯美科技⼴场 SUNMAX

TECH PARK

2021年5⽉

30th IPBA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Cross-border M&A Session“ 环太平洋律师协会（IPBA） 2021年4⽉19⽇
第188届IBL Chinese Lawyers Club 何为“法律”？ - 中⽇法律理论与实务的异同⽐较 ⼀般社团法⼈ 国际商事法研究所 2020年11⽉16⽇
⽇本投资并购商务论坛流程《⽇本投资并购机遇与法律⻛险控制》 （主办）⼴州律师协会港澳台和外事⼯作委员会，⼴州律师协
会⼀带⼀路法律专业委员会，⼴州律师协会涉外法律专业委员会 （协办）⼴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020年10⽉23⽇

⼤中华区线上研讨会① 似⽽不同 - ⽇本法和中国法之⽐较 Anderson Mori & Tomotsune 2020年10⽉13⽇
上海⽇本商⼯俱乐部⻄部地域联络会研讨会“从⽇本律师的视点看⾝处后疫情时代的⽇本企业经营法律环境的变化” 上海⽇本商⼯俱
乐部

2020年7⽉27⽇

EAAIR Qingdao 2019 东亚破产与重组协会 2019年10⽉26⽇、27⽇
中国⻛险管理的重点 - 中国⼦公司经营⻛险案例研究 Grant Thornton China/ Grant Thornton Taiyo、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
所、东京海上⽇动⽕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2019年6⽉14⽇

台湾反垄断法〜最新动向与业务重点〜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9年6⽉10⽇
冈三商务研讨会 美中摩擦与⽇本企业〜上海常驻律师・森胁章的视点〜 冈三证券株式会社 2019年4⽉18⽇
如何对应⽇本投资项⽬ 上海国際経済技術合作協会, 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 上海毅⽯
律师事务所

2018年12⽉27⽇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 - ⽇本企业该如何应对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8年10⽉31⽇
⽇本虚拟货币交换业注册制度最新动向 由区块链世界论坛组委会、野村证券、⽇本⾦融厅 2018年8⽉30⽇
TGV对⾦融服务的⼲扰， 2018年6⽉20 -21⽇于上海 True Global Ventures、XNode （sponsor） AXA Lab Asia、Ningbo FuLi

Insurtech Lab、Anderson Mori & Tomotsune （cosponsor）
2018年6⽉21⽇

2018 TokenSky区块链⾸尔会议“全球数字资产交换联盟⾸尔共识圆桌会议” 亚太区块链协会（APBA）， TOKENSKY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Participating Partners

2018年3⽉15⽇

2017年新年研讨会——“如何在中国市场销售我们的产品” ⽇中经济交流协会 2017年1⽉
近期中国的法律实践 - 从常驻中国律师的⾓度看法律实践的各个侧⾯ ⽇本商业复苏协会，亚洲商业复苏委员会 常驻中国 2015年11⽉
⽇本众筹现状 贵阳市⼈⺠政府和中国银⾏业协会 2015年10⽉26⽇
中国（上海）⾃由贸易试验区的现状 - 扩张与新政策 - The Japanes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c. 第141届IBL中国
律师俱乐部

2015年1⽉

中印两⼤发展中国家竞争法案件的近期发展情况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4年11⽉11⽇、13⽇
中国反垄断法：近期案例分析——就凌晨突击检查和宽⼤处理对⽇本企业的建议 2014年10⽉16⽇
跨境投资中的⽩领犯罪——合规的可持续性 2014年5⽉8⽇〜11⽇
中国（上海）⾃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践 - 成⽴两个⽉后的状况以及关于战略使⽤的提议 商业研究所 2014年2⽉
以合资企业形式进⼊缅甸市场的法律问题——设⽴合资企业的专门知识以及合资协议中的有效的和有法律效⼒的条款的相关研究 2014年1⽉27⽇
在中国和东盟市场不断增⻓的业务 亚洲⾰新者倡议（AII）、2013年亚洲创新论坛（AIF） 2013年12⽉
中国（上海）⾃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践 - 成⽴两个⽉后的状况以及关于战略使⽤的提议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3年12⽉
从商业和法律专家的⾓度来看东盟业务的实务要点 - 侧重于泰国和⻢来⻄亚（与东盟有关的联合研讨会）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
务所、Layers Consulting Co., Ltd.

2013年12⽉

中国（上海）⾃由贸易试验区（全球管理研讨会（中国研讨会）） 三菱东京⽇联银⾏ 2013年11⽉
跨境案件管辖 东亚破产与重组协会 2013年10⽉19〜20⽇
中国（上海）⾃由贸易试验区（第128届IBL中国律师俱乐部） ⽇本国际商业法学会公司 2013年10⽉
在中国的业务 - ⽇本企业现在和将来应该做什么（全球管理研讨会） 三菱东京⽇联银⾏ 2012年10⽉
海外贿赂⻛险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1年11⽉
第三届东亚商业重组与破产法律与实务研讨会 东亚破产与重组协会 2011年10⽉
⻢来⻄亚投资环境（法律业务战略研讨会）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1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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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投资环境 - 侧重于阿联酋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法律商业战略研讨会）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1年7⽉
IPBA第21届年会暨会议 2011年4⽉22⽇〜24⽇
在华经商的法律⻛险与对策 AIG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Ltd.（old AIU Insurance Company, Ltd.） 2011年4⽉
中国经济法研讨会（近期中国发⽣的并购实践〜收购国有资产和兼并管制规定〜） 东京⼤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2011年2⽉
在与中国的⽔务企业签订合同并结成联盟时需要谨记的要点 MEGA Seminar service, inc. 2011年1⽉
中国反垄断法 - 集中式商业法规的近期趋势 - 经济法委员会竞争法⼩组委员会，⽇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2010年12⽉
台湾知识产权战略 - 台湾知识产权执⾏的技巧与案例研究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0年12⽉
中国的并购实践 - 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东海东京证券 2010年12⽉
韩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 在⼈⼒资源动员时代保护商业秘密和技术诀窍 -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0年10⽉
中国国际知识产权论坛 2010年6⽉30⽇
与中国企业扩张相关的产品责任与对策 AIG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Ltd.（old AIU Insurance Company, Ltd.） 2010年6⽉
印度外商投资法规的最新进展 - 利⽤综合FDI政策的有效投资战略- （为受邀外国律师举办的法律商务研讨会） 安德森·⽑利·友常律
师事务所

2010年6⽉

中国就业⽭盾的现状与对策 2010年5⽉12⽇
中国知识产权法、诉讼和许可实践的最新发展(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10年5⽉
《中华⼈⺠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及中国⺠法的发展趋势 2010年4⽉9⽇
《中华⼈⺠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及中国⺠法的发展趋势 2010年3⽉18⽇
⽇本反垄断法和卡特尔法规 2009年12⽉19⽇
中国反垄断法的最新发展——卡特尔法规及准则的最新趋势 2009年10⽉1⽇
中国反垄断法的最新进展 - 卡特尔法规和准则的最新趋势 - （法律业务战略研讨会） 安德森·⽑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2009年9⽉
⽇本的反垄断法：发展与前景（客座教授的就职纪念讲座） 中国⼈⺠⼤学 2009年6⽉
⽇本反垄断法的最新进展 中国⼈⺠⼤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上海市法学会经济法研究所 2009年6⽉
⽇本反垄断法的发展与构想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2009年3⽉21⽇〜22⽇
⽇本反垄断法：发展与展望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2009年3⽉
美国、欧盟和中国竞争法研讨会 ⽇本海外投资研究所 2009年2⽉
中国商法的近期趋势以及问题防范措施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Co. 2009年1⽉
避免在华经商的法律⻛险：中国新反垄断法和欧盟及美国对中国卡特尔活动的审查 2008年12⽉11⽇
中国重⼤法律法规的实践措施和法律⻛险管理 ⽇本规划研究所 2008年12⽉
⾃中国《反垄断法》⽣效后两个⽉内发⽣的执法机构先例型案例和其中的⼈物 ⽇本规划研究所 2008年10⽉
中国合规体系 - 其结构与有效运作 ⾦融财务研究会 2008年7⽉
JICA中国经济法与企业法⽴法项⽬ - 中国的反垄断法 ⽇本国际协⼒机构中国办事处，⽇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办事处，中华⼈⺠共
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2007年12⽉

中国的新商业趋势 - 反垄断法的影响 ⽇本海外投资研究所 2007年12⽉
就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以及纠纷的防范措施与中⽅签订合同及谈判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Co. 2007年9⽉
最近的中国商业研讨会：中国的先进管理战略 商业研究所 2007年7⽉
新中国公司法下对中国⼦公司的企业指导 Stock Research, Inc. 2006年10⽉
询问专家！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的近期趋势：以清晰的退出图景实现有效投资 ⽇本海外投资研究所 2006年10⽉
就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以及纠纷的防范措施与中⽅签订合同及谈判 技术信息中⼼ 2006年8⽉23⽇
中国企业应如何利⽤外资 河南省信阳市 2006年4⽉
⽇本上市公司披露制度的考虑事项 ⼤连市政⾦融服务办公室，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和证券资本市场有限公司(旧⼤和
证券SMBC有限公司)

2005年7⽉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法律制度 ⼭东省济南市 2004年11⽉
⽇本的项⽬融资 - 侧重于PFI - 2004年10⽉19⽇
律师在⽇本上市项⽬中的作⽤ 河南省商务厅，郑州市⼈⺠政府 2004年10⽉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引发的法律问题和⻛险及避免⽅法 2003年6⽉
仿制品对策以及对中国商标问题的有效⽅法 2003年5⽉
中国法律法规的现状及如何应对在华经商的困境 2003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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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险管理：产品质量与法律——中国⽇益增加的诉讼和产品责任 2003年1⽉
如何在中国应对专利权侵权⾏为及相关法律程序 2003年1⽉
债务催收⻛险及其法律对策 2002年11⽉
关注中国的产品责任——⾼权利意识和产品责任案件的爆发 2002年7⽉
对加⼊WTO后中国契约实践法律变迁的⼏点认识 - 中华⼈⺠共和国境内外商投资⻛险管理问题 2002年6⽉
⼊世后中国合同签订实践的新动向 2002年4⽉
⼊世后外国企业在华合法投资的新环境 2002年3⽉
在华经商时最⼤限度地减少、避免和分配合同⻛险 2002年2⽉
⼊世后中国企业发展的最新法律实践 2001年12⽉
⼊世后中国商业的⼏点注意事项 2001年10⽉
⼊世后中国投资环境蓝图 2001年9⽉
合资合同的起草和谈判 2001年9⽉
⼊世后对华投资新纪元 2001年2⽉
外资直接投资中国的⻛险管理 2000年12⽉
建⽴、运营和解散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险管理 1999年10⽉
中华⼈⺠共和国新合同法草案 1999年2⽉
各项预防公司债务违约的措施的实施 1997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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