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一层地创造成功

Campbells 是一家领先的离岸律师事务所，提供关于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

的顾问服务。我们致力于成为第一。成为知识第一、专业第一、创新第一，在我们

为客户做的所有事情上成为第一。 



Campbells 成立于 40 多年前，是一家提供全面离岸服务的律师事务所。通过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

京群岛和香港的办事处，我们为本地和国际客户提供有关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的企业和诉

讼全面咨询和服务。一些金融、投资、保险行业最知名的企业定期向我们咨询专业意见，我们还经常

参与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最大、最复杂的交易、纠纷和破产案件。

我们的业务领域包括：

专业领域

银行与结构性融资

私人客户与信托 房地产与本地实践

企业并购、 

上市与交易事务
投资基金

破产与重组

诉讼与争议解决

合规与监管

航运与航空

调解与仲裁

保险

风险投资与私募

股权投资

Campbells 在及
时性和质量方面
提供北美水准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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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与技能，为成功保驾护航

在银行和结构性融资交易中，包括商业银团贷款、伊斯兰金融、出口信贷机构融资、结构化租赁、

贸易融资、不良债权、行使抵押权、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结构性产品，我们的团队拥有丰富的

咨询经验。 

我们的客户包括其它律师事务所、全球金融机构、协调人、股票经纪人、信托人和租赁公司，我们

在大量司法管辖区与客户一起处理了各类项目。我们在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并经常就跨国界产品和结构提供专业意见，包括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和资产。

银行与结构性融资

我们为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包括设立和获得许可以及其持续的法律和监管要求。离岸监管环境

可能很复杂，难以应对，可能给被监管的实体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擅长为客户提供明确的解决方

案，以及让客户了解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 

我们的金融机构实践团队为许多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融集团的本地分支机构提供咨询，涉及规管事

项以及银行、信托和证券业务的许可问题，包括：

 · 银行、信托公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公司和公司经理的许可和监管

 · 编制和执行的内部程序，关于开曼群岛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和指南的解释和影响的专业意见

 · 合规规划和关于新的和现有交易结构的专业意见

 · 应对本地及海外监管调查和询问

 · 涉嫌洗钱和欺诈调查

 · 关于金融欺诈和洗钱的专业证据

合规与监管

他们拥有一群杰出的诉讼
律师，以一流的能力和对
客户关怀备至而闻名。

Chambers and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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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诉讼、破产和重组团队是公认的市场领导者。我们代表本地及海外的破产专家、债权人、投

资者、董事及其他专业服务商，处理清盘和重组公司、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和结构性融资实体

的各个环节。我们的团队规模庞大，具有处理最大、最复杂的清算和重组的丰富经验。 

破产与重组



开曼群岛的律师事务所中，在争议和非争议保险事务的保险/再保险领域，我们的保险实践团队被

公认始终处于领先位置。本所提供在开曼群岛设立自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实体的咨询服务。本所律师

已参与了一些最引人注目和创新的结构，应用于巨灾风险和为保险目的进入资本市场的方法。其中

包括建立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这是一家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实体，它就飓风和地震的风险为加

勒比海地区各国政府提供保险。

我们开展的工作包括为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无论是自保还是其他方式，完成企业和监管工作；

为本地保险公司提供国内保险法律事务咨询服务；协助解决争议；为特殊目的的保险公司，如巨灾

债券发行人和有限风险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为再保险公司从成立到 IPO 以及他们的日常经营提供

咨询；还有为在全球经营的寿险公司提供咨询方面，我们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此外，我们还为本地

和外国保险公司提供关于其国内业务及相关监管事宜的咨询。我们的客户包括加勒比地区最大的保

险公司、国内和国际保险公司和劳合社的辛迪加。

保险

投资基金 开曼群岛是设立机构和对冲基金的集中地，超过 11,000 家开放式、受规管基金在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

注册。除了为保荐人和投资者提供咨询之外，我们还与全球领先的在岸律师和投资经理开展合作，从

刚崭露头角的经理到知名机构经理。

我们的律师为成立基金、种子资金安排及其随后的投资周期、投资资金结构的调整提供咨询。在基金

成立方面，包括主联接结构、多类型受益权单位基金、混合型基金、独立投资组合公司结构、豁免有

限合伙结构、单位信托，我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我们以始终站在处理新兴问题的前线而闻名，并

与其它司法管辖区的顾问合作，设计新锐的响应方式；并且在提供 AIFMD 和 FATCA/CRS 相关事项

的咨询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基金公司治理和不良情况方面的咨询能力，获得市场认可。

我们的团队成员协助政府和行业机构起草新的法规、进一步更新现有的法律法规。我们是在开曼群

岛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CSX”）登记上市的代理人，并经常就投资基金在 CSX 上市或开曼基金

在全球其它交易所挂牌上市提供咨询。

Campbells 的团队对客
户的要求反应极快，
以专业的态度提供咨
询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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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与争议解决 Campbells 拥有雄厚的诉讼实力，经常为本地及国际客户提供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最复杂和高

价值纠纷的咨询服务，声名远播。客户包括大型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海外及本地实体破产的清

盘人和受托人、投资和信托结构参与者和政府机构。在投资基金纠纷和投资基金的清算方面，我们

有非凡的专业知识，在获得禁令、协助收集证据和获得来自海外法院的协助方面，我们有着丰富的

经验。

我们的诉讼律师在大法院、上诉法院和枢密院出庭，事实证明，众多报告案例中，能够为客户在法

庭上带来有利的结果。他们还定期向海外法院提供专家证据，并在本地和国际会议上发言。我们在

法律目录和领先的行业出版物中排名很高，我们的团队中包括几位特许仲裁员、认证调解员和注册

舞弊审查师。



企业并购、 
上市与交易事务

Campbells 在离岸公司和商业法律实践的各个领域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并曾处理一些最重要和创新

的跨境交易。我们在并购、重组和合资企业结构方面有特殊专长。我们一直参与在全球范围交易所

上市的事项，我们是开曼群岛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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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与航空 在开曼群岛船只收购、融资和注册事宜上，Campbells 具有领先的实践，拥有几十年的经验，形成了

良好声誉。我们为世界上一些主要的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租赁公司提供咨询。在资产融资的所有

领域，我们都有着相当的专业知识，尤其擅长飞机和海船融资的证券化交易。

我们的律师始终站在航运业发展的最前沿，曾协助修订《商船法》。我们的合作伙伴中有开曼群岛

海事局（MACI）董事会成员和海事部门协商委员会成员。

私人客户与信托 开曼群岛的优势是拥有衍生自英国普通法的完善的信托法框架，并通过本地的法律规定得到了加强。在商

业和私人信托基金的所有领域，Campbells 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包括：成立信托和提供与其相关的监管要求

和经营要求的咨询意见；以接受证券或证券化产品为目的的信托结构；养老金信托；STAR 信托；固定利率

和全权信托；保留权力信托；罢免托管人；整顿信托和成立私益信托公司。在为信托公司提供关于许可操

作流程和标准文件的咨询方面，我们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经常代表国际信托结构中的参与者处理信托资产纠纷或受托人、保护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纠纷。

最近的案件涉及拥有引人关注的知名商业资产的家庭信托。他们的律师对客户有
求必应、鼎力相助、
讲究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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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
投资

在为成立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以及此等基金作出的投资的生命周期所有阶段提供咨询方面，

我们的团队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实施用于标的投资的投资结构，以及投资组合投资方面的上市和并

购交易。此外，我们还为考虑投资这些基金和联合投资机会的机构提供咨询。

我们经常参与为众多知名投资经理设立和维护基金公司，以及标的实体的投资/融资交易。

第 6 页

随着对公司治理和问责制要求加大，聘请有经验和可靠的企业服务提供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

要。Campbell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CCSL) 是我们的分支机构，成立于 1979 年，拥有开曼群

岛金融管理局颁发的无限制信托执照，为本地及海外客户提供全面的企业管理和信托服务。

提供的服务包括：

除上述服务之外，通过子公司 Campbells Directors Limited、Campbells Secretaries Limited 和 Campbells 
Nominees Limited，CCSL 可以为客户实体提供股东、公司秘书代理人服务，并在某些情况下，提供

董事代理人服务。

 · 设立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 作为客户实体的注册办事处

 · 制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保存法律规定的记录，包括注册成员、董事

及高级职员、抵押贷款与开支

 · 提交年度申报表，并注意其它正在进行的

备案要求

 · 更新本地执照和注册，如投资基金的注

册、证券投资公司、注册和私人信托公司

注册、贸易和营业执照。

Campbells 拥有自信
和经济地处理业务的
专业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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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融资交易：破产及重组，江西赛维 -《Asian Lawyer》

2015 年度 30 强 -《Lawyer》

入围 2015 年度离岸律师事务所 -《Lawyer》

《Legal 500 Guide 2015》、《IFLR Guide 2015》和《Chambers & Partners Guide 2015》推荐为 

“领先离岸律师事务所”

2015 年度离岸律师事务所 -《CorporateLiveWire》

年度诉讼与破产律师事务所 -《Lawyer Monthly》

2015 年度投资律师事务所 -《M&A Today》

2015 年度投资基金律师事务所 -《Worldwide Financial Advisor》杂志

2015 年度破产业务律师事务所 -《Global Law Experts》

最近获得的奖项和荣誉



主要联系人

Ross McDonough
高级合伙人、执行合伙人，香港

 rmcdonough@campbellslegal.com
 +852 3708 3010

John Wolf
执行合伙人，开曼

 jwolf@campbellslegal.com
 +1 345 914 5856

展开更多

展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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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群岛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884
Grand Cayman  KY1-1103
Cayman Islands

 +1 345 949 2648

英属维尔京群岛

Floor 2
Romasco Place, Waterfront Drive
PO Box 4541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1 284 494 2423

香港

Floor 35, Room 3507
Edinburgh Tower, The Landmark
15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52  3708 3000

地点

Guy Manning
合伙人、诉讼、破产与重组部主管

 gmanning@campbellslegal.com
 +1 345 914 5868

Alan Craig
合伙人、企业部主管

 acraig@campbellslegal.com
 +1 345 914 5864

展开更多

展开更多

https://www.campbellslegal.com/person/j-ross-mcdonough/
https://www.campbellslegal.com/person/john-p-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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