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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所理念

建设中国一流的律师事务所

企业愿景

为客户维护权益  提升价值
为员工展示才华  和谐工作

社会责任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核心文化

以社会口碑为尺度
以客户信赖为骄傲

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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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诺概况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创立于 2009 年，是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经过数年快速、稳健的发展，威诺的业务领域已涵盖公司综合类业务、证券与资本市
场、银行与金融、知识产权、房地产和建设工程、诉讼与仲裁、高端私人法律服务等多个
法律服务领域。

威诺总部位于北京，在成都、张家口、合肥设有分所。威诺拥有优秀的律师团队，
绝大多数律师获有国内外著名法学院校的硕士、博士学位。通过合理的专业分工和紧密的
团队合作，威诺律师有能力在各个领域为客户提供市场领先的高质量法律服务。自成立以
来，威诺的法律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和信赖。威诺也在管理系统、内部培训、法律
业务方面持续不断地投入，努力将威诺律所打造成国内一流的精品律师事务所。威诺将不
断致力于以专业、诚信和审慎的态度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法律服务。

www.bjlawcn.com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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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诺荣誉
Vlaw‘s honor

优秀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法律服务单位北京市优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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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诺荣誉
Vlaw‘s honor

北京荆门企业商会法律委员会 中国流通行业管理政研会 北京中关村新城镇中心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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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诺荣誉
Vlaw‘s honor

支部委员会 中国体育商会法律合作单位 战略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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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Business  Area

www.bjlawcn.com

威诺对业务领域进行了科学细致的划分，设立了公司综合类业务、证券与资本市场、银行与金融、诉讼与仲裁等十一个专业部门。通过专业分工和团队
协作，威诺将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精准的法律服务。

一 公司综合类业务

二 家族财富保护与传承

三 国际业务法律服务

四 证券与资本市场

五 银行与金融

六 房地产与建设工程

七 知识产权

八 诉讼仲裁

九 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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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综合类业务
Genenal  Business in Corporation

www.bjlawcn.com

公司法律业务是威诺律师事务所的核心业务。威诺律师凭借丰富的执业经验，为国内外著名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政府部门等众多客户提
供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公司设立、变更、重组、清算、法律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的法律服务。

01 企业设立、合并、分立、重组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02 企业收购兼并

03 企业破产清算与重整

04 企业股权结构设计与重整

05 企业投融资法律服务

06 企业管理结构设计

07 企业劳动人事用工法律服务

08 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09 企业全面法律风险管理

10 企业合同管理法律服务

11 代理企业参加诉讼与仲裁活动

12 企业常年法律顾问

13 企业专项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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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04 03

VIP 法律风险
管理

二、家族财富保护与传承
Wealth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 Family

家族财富保护与传承法律服务是威诺律所的重要业务领域。威诺律师结合在公司业务和诉讼仲裁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众多的家族企业和私人财富管理定
制了法律服务方案，提前规避了风险，获得客户的高度好评。

企业经营风险与家庭个人财富的风险隔离

家庭财产分配纠纷的提前预防

财富管理的法律风险评估

婚变财富保全策略

财产传承规划

不动产处置

家族企业治理
传承

个人财富传承
规划

婚姻家庭纠纷
安全处置

股权事务处置

个人财富的整体传承规划

遗嘱设计

遗嘱见证或公证

遗嘱保管

遗产管理

遗产执行

遗嘱信托

家庭与企业债务防火墙设置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设计

家族企业财务风险疏导

家族企业法务咨询

家族企业传承策略制定

遗嘱继承整体筹划
同居纠纷应对策略
婚前财产公证或协议
离婚谈判法律支持
婚内财产协议
婚恋危机处理

子女抚养相关法律服务
离婚财产纠纷应对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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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业务法律服务
Legal Servic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

威诺律师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 WTO 相关法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外商来华投资、国际贸易、国际仲裁等领域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可以为多层次、多行业的中外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01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02 外商来华投资

03 WTO 与贸易救济

04 国际贸易

05 涉外诉讼与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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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业务法律服务
Legal Servic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

www.bjlawcn.com

1、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01 目标国家的法律环境风险评估

02 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

03 投资架构设计

04 协助办理国内外审批手续

05 起草和审阅相关法律文件并参加与之
相关的谈判

06 协助客户处理境内外反垄断审查

07 协助选择及协调境内外中介机构

08 协助项目交割及交割后的合规运营支持

09 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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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业务法律服务
Legal Servic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

www.bjlawcn.com

2、外商来华投资

01 行业准入政策咨询分析

02 对合作伙伴的尽职调查

03 协助办理国内相关审批手续

04 投资架构及公司治理架构设计

05 起草和审阅相关法律文件并参加相关
谈判

06 股权结构设计、股权转让

07 准备董事会决议和会议纪要

08 投融资、并购、重组、清算服务

09 劳务、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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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业务法律服务
Legal Servic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

www.bjlawcn.com

3、WTO 与贸易救济

01 反倾销调查与审查

02 反补贴调查与审查

03 保障措施调查

04 WTO 谈判和争端解决等

01

02

票据结算和国际贸易支付

03

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04

货物、服务与技术的进出口管制

05 海关实务合规

06 动植物检疫

4、国际贸易

07 协助办理原产地证明

08 解决国际贸易合同纠纷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起草和审核国际贸易活动中有关的合同
协议并参与与之相关的谈判



三、国际业务法律服务
Legal Servic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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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外诉讼与仲裁

01 代理各类涉外民商事案件在中国
的调解、诉讼及仲裁

03 为客户的跨境纠纷提供法律分析

02 代为挑选合适的本地诉讼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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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与资本市场
Securities and Capital Market

资本市场/证券领域是威诺律所的核心业务之一。威诺在境内主板及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再融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境外发行证券等领域
具有丰富的经验，为多家公司提 供了从股权改制，私募融资，IPO 上市，到上市后融资和并购的法律服务。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1、私募股权与
投资基金

2、收购兼并与
资产重组

3、证券发行和
境内外上市 4、债券发行 5、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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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与资本市场
Securities and Capital Market

www.bjlawcn.com

1、私募股权与投资基金

01 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

02 基金资金募集

03 基金和基金公司的管理和治理

04 基金的投资和退出投资

01 行业政策咨询分析

02 交易架构设计

03 交易对象的法律尽职调查

04 交易文件的起草、审查及谈判

05 协助办理登记审批手续

06 协助交割的执行及交割后的合规
运营提供法律服务

2、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

05 基金公司的收购和兼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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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与资本市场
Securities and Capi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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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券发行和境内外上市

01 上市前股份制改造、重组

02 上市前的融资支持

03 境内外借壳上市

04 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

06 上市公司收购、合并、重大资产重组

07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08 处理证券发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等

09 上市公司的股票配售、股份回购、
派送与增发

4、债券发行

05 上市后持续信息披露

01 公司债券

02 企业债券

03 金融债券

04 短期融资券等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四、证券与资本市场
Securities and Capital Market

www.bjlawcn.com

5、资产证券化

01 针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

02 资产证券化方案设计

03 协助资产证券化项目的报备审核

04 关于发行需要的法律意见书和其他法律文件
的起草审查和披露

06 处理资产管理中的违约行为等

05 协助证券化产品到期后的终止和清算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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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银行与金融
Banking and Finance

威诺律所从事境内外金融、银行、保险等业务十余年，在境内外金融法律业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为境内外 50 多家企业提供投融资及并购项目服
务。威诺律师不仅参与了大量一般性银行业务、银团贷款和抵押贷款、BOT 项目融资、融资租赁、债务重组等，还参与了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处置、
债权转股权等法律业务。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3、各类信托的设计、
设立、运作等法律服务

4、境内外基金的设计、
设立、运作等法律服务1、银行金融业务 2、保险法律事务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五、银行与金融
Banking and Finance

www.bjlawcn.com

1、银行金融业务

01 一般银行业务与各项业务合规审查

02 银团贷款、房地产融资、项目融资、
并购融资、资产融资

03 银行金融机构设立与重组业务

04 贸易与供应链金融业务

07 金融衍生品业务

08 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及
资产重组

06 银行保函和备用证；应收账款融资

05 信用证及相关融资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五、银行与金融
Banking and Finance

www.bjlawcn.com

2、保险法律事务

01 保险机构常年法律顾问

02 保险机构的设立、股权转让、并购、融资

03 起草和审核各项保险条款，保险合同
和保险公司规章制度

04 保险产品的法律风险分析和合规审查

06 代理保险公司进行诉讼或仲裁

05 保险公司资本运营及保险资金运用

3、各类信托的设计、设立、运作等法律服务

4、境内外基金的设计、设立、运作等法律服务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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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地产与建筑工程
Real Estate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威诺律师通晓房地产开发及建筑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惯例，熟悉房地产及建设工程的商业规则，具有丰富的房地产及建设工程全过程法律服务的执
业经验。在房地产建设领域，提供从项目公司设立、立项、融资直至销售和物业管理全过程的法律服务；在建筑工程领域，提供建筑工程的立项、招投
标、项目建设、运营和许可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1、房地产法律服务 2、建筑工程法律服务

01 房地产项目土地使用权取得

02 房地产企业或项目公司的设立

03 房地产项目立项与审批

04 房地产并购交易

05 房地产项目再融资

06 商品房交付、销售

07 物业管理

01 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

02 建设工程各类合同签订与管理

03 建设工程合同履行及监督

04 建设工程保险与融资信贷

05 建设工程验收、结算竣工

06 建设工程纠纷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七、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www.bjlawcn.com

知识产权涵盖著作权及邻接权、商标权、专利权、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商业秘密、网络域名、连锁特许、海关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各种法律
事务。威诺律所服务的知识产权客户涵盖出版、教育、娱乐、体育、广告、传统纸媒、广播电视、电信、互联网与新媒体等各类企业、组织及个人。

01 知识产权贸易谈判、合同起草与审查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02 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措施的制订和施行

03 专利申请代理、专利权的维持、许可和转让

04 专利复审、行政诉讼，专利侵权诉讼

05 商标、专利的文献检索、调查和监视

06 商标注册申请代理，注册商标的续展、变更、许可和转让

07 商标侵权、驰名商标的保护

08 著作权及邻接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09 集成电路的保护

10 计算机软件保护、计算机软件登记，域名法律咨询和域名登记

11 反盗版、反假冒

12 技术转让、专有技术许可、特许经营

13 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

14 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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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诉讼与仲裁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www.bjlawcn.com

威诺在诉讼、仲裁和其它争议解决方面拥有众多资深律师，部分律师已承办民商事诉讼案件上千起，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娴熟的出庭技巧。威诺律师
为国内外客户成功地代理了众多复杂疑难案件，涵盖民事、商事、刑事、行政在内的所有法律领域。

01 商事纠纷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02 婚姻家庭

03 侵权纠纷

04 产品质量责任纠纷

05 建筑与房地产纠纷

06 国际贸易纠纷

07 海商海事纠纷

08 反垄断诉讼

09 知识产权纠纷

10 刑事诉讼

11 劳动争议

· 专业权威     重信守诺 ·  V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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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刑事辩护
Criminal Defense

威诺刑事辩护团队成员精通刑事法律，是一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刑事辩护团队。在长期执业过程中，威诺刑辩律师以精湛的业务水准、
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辩护效果，获得了当事人的赞扬。

01 为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威诺在该领域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

02 为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担任辩护人

03 为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担任辩护人

04 为死刑复核阶段的被告人辩护

05 代理刑事案件的申诉：包括制作申诉材料，
再审立案，参与再审案件的辩护

06 代理当事人进行刑事案件的举报、控告，
代理当事人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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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消防救援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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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发展
GIOBAL  DEVELOPMENT



www.bjlawcn.com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 号中期大厦 B 座7 层

律师免费咨询热线：400-992-8200

律所办公室电话：010-64983886

北京威诺（成都）律师事务所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 1 号雄飞中心 28层

律所办公室电话：028-86768606

北京威诺（张家口）律师事务所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长城西大街与 中兴北路交
汇新东亚财富中心 D2 座 6-57

律所办公室电话：0313-8051877

北京威诺（合肥）律师事务所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习友路与玉兰大道交口院士大厦
12层

律所办公室电话：0551-678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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