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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经历：

刘律师 1996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7 年毕业于英国哥拉斯格大学，获国际商业管
理学硕士学位，2019 年 7 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经济法学博士学位。2013 年 10 月到 12 月，受全
国律协指派德国汉堡大学访问学者，专项研究跨国并购项目，2016 年 11 月到 12 月英国伦敦 BPP 大学访问学
者，专项研究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

刘律师先后在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工作，2001 年 8 月开始从事专职律师，从事法律服务工作近 20 年。曾
经在 Hogan Lovells International LLP 伦敦办公室、Bird ＆Bird 汉堡办公室短期交流。

代表案例：

代理天元锰业跨境贸易和融资项目，包括项目谈判、交易方案论证、采购、融资、担保等全套跨境交易文件
的起草、审阅、修改、定稿及签约，并协助客户境外子公司的沟通协调等；

代理北京某上市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矿业并购项目，为其提供法律尽调、审核合同、商务谈判等法律服务；

代理某国有企业在俄罗斯巨额资产被侵占一案，通过诉讼途径、外交途径及其它途径维护委托人利益；

为快手公司俄罗斯项目法律顾问，并为其投资项目出具法律意见及审查合同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代理赛尔网络在贸仲（CIETAC）4000 余万合同纠纷案件，以及双方资产租赁纠纷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

为芬兰 Ahlstrom Corporation 奥斯龙集团公司法律顾问并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为安徽海螺水泥集团在菲律宾收购及设立公司项目提供法律环境调研、尽职调查、商务谈判等法律服务；

就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俄罗斯公司提供尽职调查、股权架构设计、收购相关合同文件等全程法律服务；

就海宁皮革城股份公司在俄罗斯投资、收购、新设公司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就安徽海螺水泥在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投资 5 亿美元水泥项目提供项目顾问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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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上市公司在俄罗斯涉及 6 亿美金投资、新设合资公司项目提供尽职调查、拟定协议、协商谈判等全程法
律服务；

就某物流上市公司收购德国物流汽车配件公司项目提供跨境并购、当地公司治理及合规、境外多主体交易结
构设计、融资租赁、内保外贷、外汇管制及盈利回境等多项法律服务；

接受 ALLENS ARTHUR ROBINSON （AUSTRALIA）的委托提供关于中国某公司的尽职调查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就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与青岛国际金融中心有限公司关于中银大厦房屋买卖合同谈判业务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就 TFL LEDERTECHNIK GMBH 与法国 SOCIETGE GENERALE 股权质押贷款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就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500 万股法人股转让业务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金智华教科技有限公司 8000 万贸易融资系列案件提供整体法律服务；

国际棉花协会 ICA case: CNCGC Hong Kong Limited/ CNCGC Australian Pty Ltd v. Glencore Grain B.V.

ICA case：Glencore Grain B.V. Netherland v. Zhejiang Provicial Light Andtextile Industry Group Imp
And Exp Co Ltd

ICA case: 常州某纺织企业 v. 瑞士某跨国公司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ICA case：瑞士某棉商 v. 江苏某纺织企业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ICA case：上海贤丰 v. ICT Cotton Limited 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ICA case：淄博银花 v. Olam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ngapore 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ICA case：曹县金牛 v. Jes Smith & Sonscoton 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ICA case: 湖北安丰达 v. Noble Resource PTE Ltd 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ICA case: 河南平棉 v. I‘s BIG PLUS Co., Ltd 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ICA case: 河南金棉 v. Bhadresh Trading Corporation 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案

中国贸仲 CIETAC： 俄罗斯 YOTA Devices Ltd 与 Tianjin DS Culture Media Co., Ltd 合同纠纷案；

国际商会仲裁院 ICC: 埃利生集团与瑞士 MICHELLE STEEL 钢铁买卖合同纠纷案；

谷物与饲料贸易协会 GAFTA case: POSCO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v. QINGSHENGHE

新加坡商品交易所 SICOM case: Von Bundit Co., Ltd, Thiland v. Ningbo Beson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代理境内 25 家会计师事务所涉嫌垄断协议诉讼案件等。

著 作：

《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研究》

《论反垄断行政纠纷解决的程序问题》

《政府信息披露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网站上载纸媒作品的法律分析》

社会职务：

伦敦国际仲裁院 仲裁员

蒙古国国际仲裁中心 仲裁员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法律分会 会长

山东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律师服务团 成员

山东省涉外仲裁服务百人团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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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 涉外商事法律专家委员会 委员

北京市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法业务委员会 主任

朝阳区律师协会国际业务研究会 副主任

青岛仲裁委上合仲裁院 副院长

中国（山东）自贸区国际仲裁院 理事

威海仲裁委 青岛仲裁委、廊坊仲裁委、宁波仲裁委、兰州仲裁委、南昌仲裁委、广州仲裁委、潍坊仲裁委、

台州仲裁委 仲裁员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 理事

北京市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北京联合大学 客座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 实务教学导师

荣誉：

2013 年，全国律协首期“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2013 年，中国商务部“国际投资法律事务”首期入库律师

北京市律协 2015-2018 年度市优秀律师

2017 年，司法部和全国律协“一带一路跨国律师人才库”首期入库律师

2018 年，法制日报社：一带一路十佳律师

2017 年，北京市律协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