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IS 

CASABLANCA 

LUXEMBOURG 

GENEVA 

KIEV 

BUDAPEST

MOSCOW

并购业务和中国事务部介绍

jeantet.fr2020

钧德律师事务所 巴黎 卢森堡 日内瓦 卡萨布兰卡 布达佩斯 基辅 莫斯科



2

1. 律所简介

2. 并购法律服务

3. 主要联系人介绍

4. 中国事务部

5. 联系方式

钧德律师事务所 巴黎 卢森堡 日内瓦 卡萨布兰卡 布达佩斯 基辅 莫斯科



专业领域

律所简介

→ 仲裁、调解和替代性争议
解决

→ 银行业务和金融监管

→ 商业刑法

→ 商法，分销和限制措施

→ 竞争法和欧洲法

→ 消费者法

→ 能源和自然资源法

→ 游说、公共事务和危机
管理

→ 兼并与收购

→ 非洲商业法规

→ 私人产权

→ 公法和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

→ 房地产法律

→ 重组和破产

→ 税法

→ 融资和金融工程

→ 基础设施、重大合同和项
目

→ 投资基金和欧盟可转让证
券集合投资计划

→ 知识产权、技术和数据

→ 劳动法

→ 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法

→ 诉讼

钧德律师事务所是法国主要的独立商事律师事务所之一，提供个性化且高附加值的服务，并注重职业操守和人文
价值。

我们的律师密切关注影响我们客户的经济、技术、行业以及法律环境的发展变化，有能力为客户的发展提供预
测、积极投入且设计解决方案。

凭借深耕市场而积累的夯实基础，钧德律师事务所把咨询与诉讼服务中所积累的法律与战略方面的专业技能，与
开拓创新的企业文化相结合，协助客户取得项目成功。

团队

26名合伙人

150名律师

210名员工

客户

公司和领导

公共和私人球员

大/中型公司

世界格局

7个办事处

律所好友圈

国际网络

特色

独立性

创新力

投入

国际化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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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奖项 AWARDS & DISTINCTIONS

« Jeantet is known for strong cross-

border offering with experience in a

variety of jurisdictions. Also handles

inbound transactions from foreign

clients.»

Chambers Europe 2020

« Jeantet's main strengths include its

pragmatic and creative approach to

cases, excellent client relations and

reasonable fees. »

IFLR 1000 2020

« Jeantet is known for its ability to

handle complex cases and to provide

effective,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 »

THE LEGAL 500 EMEA 2020

钧德律师事务所在法国和国际领先的律所指南和目录中都名列前茅，是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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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尤

巴黎上诉法院律师
中国事务部负责人
并购业务部

简介
尚尤博士，就学于深圳大学和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曾经是某中国上
市公司董事会法律顾问，后任某大型跨国集团的海外地区部法务总
监。现为巴黎注册律师，某知名律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部主任。在中
国企业在欧洲和非洲地区运营领域拥有深厚和丰富的经验。他协助
过众多中外企业在欧洲和非洲处理涉及并购、竞争法、公司法、劳
动法、法规障碍、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领域的问题。

客户包括：京东、潍柴、比亚迪、山东高速、中航工业、中兴公司、
中国商飞、中广核、美的集团等等。

-语言：中文、法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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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ÉQUIPE最近并购案例(1/4)

飞机维护

制药 包装 有机食品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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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Famar出售五个工厂 Midsona AB 收 购
Alimentation Santé

协 助 Smurfit Kappa 收 购
Papcart 和Europac

KATHREIN SE向爱立信出售
移动设备天线业务

协助协 助 Ammega 收 购
B.C.M.S France 及其子
公司 Transitech

TAT Group 出售Sabena

Tecchnics

机械 能源 能源

为Amplifon集团 (世界领先
的听力解决方案公司)从法
国Sonova集团收购一事提
供咨询

协助Sopexa(国际通信机构)

及其股东完成Sopexa的股
本重组



NOTRE ÉQUIPE最近并购案例(2/4)

能源

数字服务 数字服务 数字服务 金属和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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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 Interdigital Inc.（先
进技术）收购Technicolor

的 专 利 授 权 业 务 （ >

21,000项专利）

协助Spotify集团（流媒体
服务）收购Niland（法国初
创公司专门从事人工智能）

协助Cewe（专业从事在线数
字照片打印服务的德国大公司）
收购Stardust媒体与通信公司
80％的股份

协助新日铁住友金属公司
（世界钢铁生产商）通过
Vallourec完成10亿欧元融资

协助Orano （核电和可再
生能源）完成与Gamesa旗
下海上风电业务的合并

协 助 BUTAGAZ（DCC

plc）（能源供应商）收
购 GazEuropéen（法国
天然气市场的一员）

协助Enbridge（能源运
输）从法国电力集团收
购海上风电场组合50％
股权

协助Innergex(可再生能源) 从
Riverstone LLC 的 子 公 司
Velocita energy

Development收购法国的3个
风力发电场

能源 能源 能源



NOTRE ÉQUIPE最近并购案例(3/4)

机械 运输 酒店业

饮料 食品工业 汽车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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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AB-Inbev(世界最大的啤酒
酿造商)收购法国领先的精酿啤
酒在线销售商InterDrinks

协助瓦雷奥(领先的汽车供
应商) 建立高压动力系统领
域合资企业瓦雷奥/西门子

协助Avril和Tönnies(食品工
业) 成立法国SAS合资企业

协助CRA（克拉斯集团）
与AGRIAL建立作为农业
设备分销领域新的区域领
导者的合资企业

协 助 Europcar 收 购 德 国
Buchbinder Rent-a-car 集
团

协助Orbis（雅高酒店集团）出售
Sofitel Budapest Chain Bridge

（索菲特布达佩斯连锁桥）给
Starwood Capital Group （喜达
屋资本集团）

协助 ProSiebenSat.1 （德
国广播公司）与TF1集团旗
下数字内容分支机构e-TF1

建立合资企业

协助戴姆勒股份公司参股
Taxify（驾乘平台）

汽车



NOTRE ÉQUIPE最近并购案例(4/4)

医疗

零售 服务 工业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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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Migros（瑞士零售巨
头 ） 通 过 Internetstores

Holding GmbH 销 售
Probikeshop（高端自行车在
线零售的主要业者）

协助Webedia(网络娱乐公
司)从其创始人和各种美国
投资基金手中收购美国公
司West World Media

协助ICON plc (爱尔兰制药公
司 ) 收 购 of MAPI

Développement SAS (MAPI集
团的法国业务)

协助Biogaran(法国制药公司)

收购Swipha(尼日利亚制药
公司)

协助SAN SAC集团（专门从
事回收的瑞典集团）收购
Orca-Sacria集团（回收设备）

协助瑞典HoistLocatel（BtoB

服务）收购酒店服务（瑞士）
（IT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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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务部-项目经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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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飞(中航)收购兰伯乐实业

SBS(中国设备制造商 )从
Dürr集团收购Dürr清洁公司

中国科技出版传播集团
收购法国出版公司

协助一家中国纺织品制造
商与法国跨国奢侈品集团
LVMH创办合资企业

航空业 化工 工业 旅游业

材料 纺织出版 机械

中国蓝星在法国的投资 比亚迪收购工业资产并建厂

,
中国机械公司收购法国子
公司提供咨询，这家子公
司是世界领先的机械和工

厂工程公司之一

在国际货币交易所（ICE）
法国分行（ICEF）的框架下，
为海航旅游提供法律咨询



中国事务部-项目经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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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调查机构介入之前，协
助中国金融机构履行合规事宜

协助中国公司的上市或为公
司就其法国实体提供上市前

的法律意见

金融 生物制药 电信 保密

为中国客户在法国的子公司的
清算提供支持

协助中国客户与法国分销商
进行诉讼

中国中车收购德国VOSSLOH 

AG.

协助中国上市公司入股法
国制药公司

保密 保密

协助中国客户获得两家法国
公司的控制权

物流 保密

浙江海亮收购KME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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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Thierry BRUN  

M&A Partner

tbrun@jeantet.fr

You SHANG

Chinese Desk Manager

yshang@jeantet.fr

WECHAT： shangy32

卡萨布兰卡 卢森堡 日内瓦

基辅布达佩斯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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