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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律师事务所素有“诉讼大所”之称，民商诉讼业务部是京都律所大部门之一，也是一支以转职法官和资

深律师为核心的“专家派”、“技术派”律师团队。

京都民商诉讼部拥有律师 50 多名，其中法学硕士 25 人、法学博士 6 人，20 余位律师执业十年以上，其中有

多名民商事审判背景的法官顾问、从事法学教育的专家教授、仲裁委仲裁员、海归律师。该部门律师已承办

上千起疑难复杂民商事案件，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娴熟的出庭技巧。

部门成员在法律理论和实务处理都有较高水平， 并深入研究某一专业领域的法律理论，总结各专业领域纠纷的

实务经验，可以受您委托参与国内外机构和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尤其是在公司纠纷、合同领域、物权争议、

金融诉讼、家事 / 医疗领域，京都民商诉讼律师以“专业化 + 团队化”的服务模式，与本所公司部、金融部

等非诉律师团队紧密合作，为您提供专业的、全方位的诉讼方案以及民商事领域全面的法律服务。

专业团队

京都民商诉讼研究中心，是京都所联合中外民商法研究机构发起成立的民商实务研究平台。

该中心聘请了江平、孙宪忠、杨立新、崔建远等民法学专家为顾问，汇集了多位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

机构的法学理论及实务领域极具声望的法学专家、资深法官、实务界资深人士，对于疑难新复杂案件的研究

和处置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该中心以民商诉讼仲裁案例研究为基础，以实务研究推动法立法、

司法制度完善为理念，提升国内民商律师处置民商疑难案件的实务水平。

京都民商诉讼研究中心

业务范围

票据纠纷、理财产品、保险索赔、场外配资、保兑仓交易、证券期货纠纷领域

金融诉讼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Civil and Commercial 

民商事
诉讼与仲裁



公司纠纷

公司治理、股东出资、股权转让、公司决议、公司设立、公司合并、上市公司收购、损害
股东利益责任等

买卖、借款、保证、租赁、运输、房屋买卖、合伙协议等各类合同的效力确认、解除、
违约、赔偿

合同纠纷

物权确认、所有权争议、物权担保、用益物权、
土地权属、房产争议

物权纠纷

执行变现、资产处置、执行复议、执行异议之诉

执行代理

离婚纠纷、财产分割、股权争议、遗产继承、分
家析产、财富传承

婚姻家事

医疗损害责任、医疗服务纠纷、医疗（美容）纠纷

医疗与健康

合同纠纷刑事案件、公司纠纷刑事案件、金融纠
纷刑事案

民刑交叉业务

经典案例

中国光大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十多亿的债务纠纷案
华鑫、华龙、国海证券有限公司十多亿证券纠纷案
烟台银行与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纠纷案
孔炳仁（韩国）与三河市灿坤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三河平恩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纠纷案
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山东润银化工有限公司、
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案
东莞常联纸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系列案 
香港罗氏集团与北京住总、华科、总后后勤部合作
项目股权纠纷案
新纶科技与国信证券侵权纠纷案
华融资产大连分公司与宁夏荣昌绒业集团民事信托
纠纷案
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纠纷案

中福鼎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滦河矿业集团与某镇政府采矿权纠纷案
D 某与中国神华集团侵权纠纷再审案
江西省建行某支行与江西某科技公司抵押权纠纷案
建银国际中国公司多起投资纠纷案
新疆广汇集团与陈某、大洲控股集团上市公司收购
纠纷案
中粮贸易公司与福建华港农牧集团、华港制油公司
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惠州市联诚实业公司与惠阳鸿伟业公司等股权转让
合同纠纷案
德国某豪华品牌汽车生产商车辆技术事故系列纠纷
华润莱芜医药有限公司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案



合规管理是企业稳健经营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防范违规风险的基本前提，公司的设立、经营、终止所涉及

的行为进行合规性评判，从而规避法律风险，通过建构科学的企业合规文化以及合规体系，让企业的持续、

健康的发展。公司与合规业务是京都最先发展的业务类型之一，提倡“法律风险的提前防控”，是您企业的“防

火墙”和法律管家，为您的事业、人生和财富进行护航。在当今竞争激烈、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下，团队律

师根据不同客户的企业性质、主营业务、管理制度等有针对性的切入，为客户解决各类法律问题，形成了一

系列有关公司企业专业法律服务产品，在业内获得良好口碑。

公司与合规部门现有律师 30 余人，均毕业于国内外一流法学院校，一部分律师曾经是资深法官、仲裁员，一

部分律师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专利代理人及其他司法机关的执业资格和执业经验，或曾就职于世

界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咨询公司等。团队成员能够以中、英等多种语言工作，确保为客户提供

跨法域、多语言的优质服务。

Corporate
Compliance

公司
合规

专业团队

团队长期服务于教育、科技、医疗健康、影视、房地产、能源、新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相关行业和市场，能够提

供全产业链的公司法律服务，并为企业提供多方位资源整合和专业增值服务。为众多类型的公司提供并购重组、

破产重整、股权激励与企业改制、法律风险管理等专项法律服务，并为上百家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为

客户提供发现、预防、管理法律风险的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平均每年代理上百起公司之间的商业仲裁、诉讼、

执行等案件，为客户赢得数亿资金。

业务范围

首都机场集团不良资产处置项目

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系列债权清收项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山西天生红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企业法律顾问

深圳市石油化工交易所并购重组法律业务

某国有资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40 亿元基金投资项目

经典案例

某国有资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5 亿元信托不良
债权收购与重组项目

某国有资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8000 万元非金
融不良债权收购及重组项目

主导并实施某中外合资公司清算法律服务

中国光大集团与深圳某科技公司养老板块收购
业务

参与国药集团下属某公司股权收购尽职调查专
项法律服务

参与湖北某冶金机械公司新三版上市项目

参与并实施能通科技股份公司破产清算项目

参与并实施北京现代汽车金融公司法律风险防
控项目

某公司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融资项目  

某公司与中瀚海联资产公司融资合作项目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民生信托•绿色林权一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专项法律服务

某国有资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16 亿元金融及
非金融不良债权收购及重组项目

某基金公司与某牛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纠
纷案件（对赌协议），属于黑龙江省第一案

黑龙江某集团有限公司国有企业改制之债权专
项法律服务等债权类并购重组项目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联想移动通信进出口（武
汉）有限公司、摩托罗拉（武汉）移动技术通信有
限公司等数起合同纠纷

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年大
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
纷，标的 5000 万

代理江西萍钢实业股份公司诉上海必烨钢铁有
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 6 案，标的额 4.2 亿元，
在最高法院二审胜诉

代理湖北北车能源有限公司与山煤国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案外人异议之诉纠纷，标的额 3200
万元，在北京市二中院二审胜诉

代理中车物流有限公司与中铁联合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标的额 8 亿余元，在北
京市二中院二审胜诉

代理通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商丘市鸿赢煤炭
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标的额 1100
万元，在北京仲裁委员会胜诉

代理北京久响丰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四
川新中方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等增资纠纷仲裁
案，标的额 1.2 亿元，在北京仲裁委员会胜诉

成功代理天津航基力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诉孙士民、山东迪生电气有限公司增资纠纷，
标的额 3500 万元，在山东省高院二审胜诉，
在最高法院再审审查胜诉

代理辽宁艾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应诉浙江卫信
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标的额 2.4 亿元，
在宁波市中院一审胜诉（对方撤诉）

代理西藏宁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航讯时
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股权回购纠纷仲裁案，
标的额 3.2 亿元，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胜诉，并完全执行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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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九大后，随着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的落地、检察公益诉讼的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立法

进入快车道，京都环境能源资源部正式设立，并致力于成为中国环境、能源、资源诉讼领域最专业的律师事

务所。

京都环境能源资源团队横跨多个行业领域，由众多拥有不同行业背景的专家、律师组成 , 包括从事审判工作多

年的法官，能源央企法务、资源型国企总监、世界 500 强外企的涉外律师、矿业国际仲裁专家和生态环保部

门法律顾问等，共同致力于深入研究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发展历程、行业现状及相关政策、行业竞争

和法律规制以及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等。为环境、能源和资源行业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和规范的风险防控，推

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

环境、能源
与资源
Environment,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专业团队

业务领域

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电子废物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海洋污染、船舶污染的环境民商事诉讼、行政诉讼、

刑事诉讼与刑事风险防控。

环境领域

海洋能源、风能、太阳能、水、地热能、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民商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与刑事风险防控。

能源领域

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土地资源、农业资源、动物资源、林业资源的民商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与刑事

风险防控。

资源领域



九棵树煤矿并购案

包钢集团收购项目

呼和浩特水处理项目

大北矿业煤矿并购案

棋盘井煤矿股权纠纷

鄂尔多斯黄玉川煤矿收购案

山东威海财富中心破产项目

聚友集团蒙古铁矿收购项目

山东威海上海城项目破产项目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土地征用案

大东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风力
发电项目

辽宁省本溪二十余家个体煤矿
采矿权纠纷案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成立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市开阳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松元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影舟子（东莞）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

睿锂（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迈势达水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冰川世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鸿铸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万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锐翰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天地丰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海纳川翰昂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服务客户

经典案例

神华集团、华谊集团、亿利集
团 40 万吨 PVC、电厂项目

2014 年至今，连续六年担任
通州区环保部门常年法律顾问

2018-2020 年担任通州区消防
部门常年法律顾问

代理河北省十大环境污染案之
一获判缓刑

代理江苏绿利来集团董事会主
席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判
获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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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ducting overseas investment, foreign-related M&A transaction,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and foreigners'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you need senior and reliable lawyers who are 
able to seamlessly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 parties in the field. 
Each of the partners of the Foreign-related Leg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King & Capital Law Firm has more than 15 
years of practice experience, being proficient i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hina, having good knowledge of 
overseas investment,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r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all of them have studied in 
foreign law schools or possess work background in other countries. 
Five members of the team received doctorates, while the rest have all obtained master's degrees. Their experience 
in studying or working in the U.K., U.S., Japan, South Korea, Germany and Italy has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legal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 context of their overseas clients and can provide 
the best solution to your needs for legal services from abroad. 

Foreign-
related
Legal 
Affairs
 

A PROFESSIONAL TEAM

Non-litigation Business

SCOPE OF BUSINESS

Helping clients to search and interpret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in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choose appro-
priate investment methods and market entry strategies; 
Preparing, reviewing and revising legal documents in Chinese and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Finding reliable and suitable foreign cooperative lawyers on behalf of clients.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ding clients with one-stop solution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r litigation involving foreign courts for Chinese 
clients; 
Recommending and helping clients select excellent practicing lawyers in governing laws' jurisdictions, and guiding and 
assisting clients in safeguarding the best interests of clients. 



Representing client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court proceedings, guiding clients in collecting evidenc-
es formed outside China to complete notarization, certification and transla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litigatio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China

Providing criminal defense services to foreigners in China; Assisting Chinese citizens accused 
in foreign countries by instructing local lawyers in criminal defense; 
Representing victims to claim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riminal cases. 
Lawyers in King & Capital have extensiv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have represent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uch cases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 

Foreign-related Criminal Litigation

Representing clients in antitrust litigations；Responding to anti-monopoly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s；
Advising clients in merger control filings, and Providing anti-monopoly compliance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Antitrust Legal Services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Korean legal services team have received doctorate and master's degrees in law from 
famous universities in South Korea. The team has rich experience and performance in Korean enterprises' investment 
to China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to Korea, China-Korea trad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etc. The team is providing legal advice to the 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KITA), 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Korean Legal Services

Since its formation in 2012, the Foreign-related Leg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King & Capital has established stable 
cooperation with dozens of law firms in a wide range of jurisdictions worldwide, covering Asia, Europe,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ustralia and Africa. In addition, the Department has reached a deep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Work Committee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OOPERATIVE PARTNERS

International Bamboo-Rattan Organization （INBAR）

CCTV News Content Co., Ltd. (CCTV +)

Danone Group

Luxury vehicle manufacturer of Germany

BO (Business Objects) Software Corporation, France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 Industry Corporation

Ageas Insurance Company (Asia) Limited

Harvard International, England

Sales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SPI)

Control Risks Group (Shanghai) Limited

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amsung Electronics

SK Group

LG Commercial

Hyundai Motor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Visual China

CLIENTS WE HAVE SERVED

NATIONAL FREE INQUIRY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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