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力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领先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范围提供公司、
商业及金融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结合自身卓越的专业技能、商业意识、 
以及对待法律问题务实且具建设性的处理方法，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专业
法律服务。

司力达律师事务所于1889年成立于英国伦敦，现在于伦敦、香港、北京及
布鲁塞尔设有办事处，拥有超过730名律师，并与许多全球顶级的独立律师
事务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始终如一地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经验丰
富、影响深远、成本优化的综合性国际法律服务。

我们在亚洲历史悠久，早于1974年设立香港办事处，并于2009年设立北京
办事处。

我们在香港及中国大陆提供最优质的融资及资本市场法律服务。我们的 
律师团队就债务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提供英国法、香港法及美国法法律服
务，业务涵盖债券发行、商业票据、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及其它证券。 
我们的客户包括国内外优质企业及投资银行。

高水准的资本市场团队，执业范围涵盖债务及股权业务，能够提
供香港法、英国法及美国法服务。在首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和中期票据项目方面为大量优质香港及中国内地客户提供法律意
见。近期在为企业发行人就绿色债券及供股方面提供法律意见表

现活跃。以与监管机构牢固的工作关系而著称。

团队赢得客户赞誉，评价包括:  
“表现优秀，既专业又尽责。”

资本市场: 债务（国际律所）– 中国 
《钱伯斯亚太》2019年度

债务资本市场

香港/中国大陆/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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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发行、可转换债券及债券发行项目

 • 为西太平洋银行发行于2050年到期的27.6亿澳元A类
票据提供法律服务

 • 为国泰航空就其全资子公司Cathay Pacific MTN 
Financing Limited的2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的年度

更新提供法律意见

 • 为金沙中国就其发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55亿美元优

先票据（其中包括2023年到期的利率为4.6000%的18
亿美元优先票据、2025年到期的利率为5.125%的18亿
美元优先票据及2028年到期的利率为5.400%的19亿
美元优先票据）提供法律服务。本次发行优先债券的

联席账簿管理人是巴克莱资本、高盛及美林证券。此

次“仅限专业投资者”的优先票据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市，这是金沙中国首次发行债务证券。金沙中国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拉

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子公司

 • 为太古地产就其全资子公司Swire Properties MTN 
Financing Limited首次发行绿色债券（2028年到期

的利率为3.50%的5亿美元担保票据）提供法律意见。

该票据根据太古地产的4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发行，

由太古地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

市。发行票据所得款项净额将用于支付或再融资太古地

产新的或现有的绿色建筑发展、能源效益、可再生能

源、可持续水务及废水管理或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绿色

项目。该票据是香港首例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绿色金

融认证”的绿色债券

 • 为永泰地产就其全资子公司Wing Tai Properties 
(Finance) Limited的1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的年度

更新提供法律意见。根据该计划发行的票据由永泰地

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汇丰及渣打银行为该计划下的

主承销商

 • 为太古公司就其全资子公司Swire Pacific MTN 
Financing的5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的年度更新提供

法律意见

 • 为永泰地产就其全资子公司Wing Tai Properties 
(Finance) Limited的1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下不限

量发行额外的利率为4.35%的100,000,000新加坡元

优先担保永续资本票据提供法律意见。该票据由永泰

地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将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

近期经验 

司力达提供高水准的服务。该所对我们的业
务以及我们业务所在地的合同和监管制度具

有全方位的了解。

资本市场，《IFLR 1000亚太地区》2016年度

封面图片由Ed Roper提供, 争端解决，司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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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渣打集团就其发行的20亿美元调整定息永久次级或

有可转换证券，提供法律意见

 • 为PRADA S.p.A. (PRADA) 就其首次发行2018年到

期的利率为2.75%的1.3亿欧元票据提供法律意见。该

票据将在爱尔兰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所与Bonelli 
Erede Pappalardo律师事务所及PRADA的公司事务

部组成协同一体的团队开展工作

 • 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就下列事项提供法

律意见：

 –  发行2019年到期的利率为4.125%的5亿美元债券。

该债券是全球范围内销售，包括美国证券法144A条
规项下的发行。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是德意志银行

新加坡分行和摩根大通。债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

 –  发行2018年到期的2亿美元零息可转换债券。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是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香港分

行。该债券已于2013年11月8日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上市

 • 为香港金融管理局就香港政府设立港元零售债券发行

计划，以及根据该计划三次发行本金共计300亿港元

的通胀挂钩债券提供法律意见。该债券的息票与综合

消费物价指数挂钩，供居住在香港的散户投资者购买。

该债券已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 为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就下列事项提供法律 

意见：

 –  发行2017年到期的利率为4.5%的人民币20亿元债

券。债券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和主承销商是中银

国际、中银香港、交通银行和工银亚洲

 –  发行2015年到期的利率为3.2%的人民币8亿元债

券。债券发行的独家账簿管理人和承销商是渣打银

行

 –  发行2017年到期、以人民币计值、美元结算的利率

为2.75%的人民币11.40亿元（1.8亿美元）可转债。

我们同时还代理以先旧后新方式配售股份事项

司力达为顶级发行人代理一系列债务资本市场交易，涉
及从中期票据计划到可转换债券等不同领域。钟慕贞律
师（Lisa Chung）及雷彼特律师（Peter Lake）是资深
的债务资本市场从业律师。莫德华律师（John Moore）

提供美国证券法的经验及支持。

2016资本市场-债务，《亚太法律500强》 20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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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香港发行2015年到期的利率为3.2%的8亿人

民币（1.3亿美元）债券。这是香港首批发行

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之一

 –  发行2016年到期的以人民币计值、美元结算的

人民币9.82亿元（1.5亿美元）可转换债券

 • 为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就下列事项提供

法律意见：

 –  向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的受托

人发行8亿人民币（1.2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

值的受保证债券。该债券于2017年到期，由中

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  发行5亿人民币（767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值

的受保证债券

 • 为中信里昂就下列事项提供法律意见：

 –  根据与路易十三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和可

转债配售协议进行的配售，筹集的所得款项总

额最高可达15.60亿港元（2亿美元）的可转换

债券

 –  根据与保华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和可

转债配售协议进行的配售，通过配售价值不超

过24亿港元（3.08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筹

集所得款项总额最高可达32.00亿港元（4.11
亿美元）

 • 为YTL Corp Finance (Labuan) Limited及YTL 
Corporation Berhad就下列事项提供法律意见：

 –  YTL Corp Finance (Labuan) Limited发行

2015年到期的利率为1.875%的3.5亿美元有担

保可交换债券（并有权选择增发5000万美元债

券）。该债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2010年3

月19日上市）及纳闽国际金融交易所挂牌交易

 –  YTL Corp Finance (Labuan) Limited发行

2012年到期的3亿美元零票息有担保可交换债

券。该债券可交换为YTL Corporation Berhad
的普通股，并由YTL Corporation Berhad无条

件及不可撤回地提供担保。该债券在新加坡证

券交易所及纳闽国际金融交易所挂牌交易

 –  发行2010年到期的2.5亿美元零票息担保可交

换债券。该债券可转换成普通股，在新加坡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YTL Power International 
Berhad(其股份于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Bursa 
Securities）上市），是一家国际公用事业集

团的控股公司，该公司在数个行业中活跃， 

其中包括发电、电力输送以及供水和废水处理

服务

 • 为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就下列事项提供法律意见：

 –  中裕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的同时发行股本及可转

换债务（于2007年5月28日公告）。筹集的资

金总额为8200万美元

 –  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司同时发行股本及2.87亿
美元零票息可转换债券

 –  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一家于香港联交所上

市的地产发展公司）发行于2009年到期的8亿
港元的可转债。该债券发行获增加至8亿6426
万港元并于2004年3月23日完成。有关债券在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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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所的强项是不容置疑的专业
精神和快速的响应时间。

资本市场 –钱伯斯亚洲

 • 为中冶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就首次发行5亿美元以美

元计值的债券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五年期5亿美

元的债券由中冶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由中国冶金

科工集团提供全面担保。债券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和联

席簿记管理人是摩根士丹利、汇丰、巴克莱和高盛



6 亚洲债务资本市场   /   

 • 为联合利华就下列事项提供法律意见：

 -  就Unilever N.V.发行2017年到期的利率为2.95%的
人民币3亿元定息票据。票据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为

汇丰及瑞银

 -  发行人民币3亿元债券。该债券是欧洲跨国公司首次

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 为港铁公司就其首次发行人民币1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

提供法律意见

 • 为永泰地产有限公司就其全资子公司建立10亿美元的

中期票据计划并发行于2022年到期的利率为4.25%的
1.7亿新加坡元固定利率票据提供法律意见

 • 为太古地产有限公司就其全资子公司Swire Pacific 
MTN Financing Limited根据太古地产的30亿美元中

期票据计划发行于2026年到期、利率为3.625%的5亿
美元有担保票据提供法律意见。该票据由太古地产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汇丰及摩根

大通担任联席主承销商

 • 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及MTR Corporation (C.I.) 
Limited就其40亿美元的中期票据计划的年度更新提

供法律意见。根据该计划发行的票据可以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摩根大通担任该计划的独家承销商

 • 为渣打集团就其775亿美元债务发行计划的年度更新

提供法律意见。根据该计划，渣打集团有限公司、渣打

银行和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可以发行在伦敦证券

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和交易的票据

 • 为HP Billiton Finance Limited（作为发行人）及

BHP Billiton Limited（作为担保人）就BHP Billiton 
Finance Limited根据其200亿欧元有担保的欧元中

期票据计划下发行的2020年4月到期的6亿欧元的3个
月EURIBOR + 0.35%浮动利率票据、2022年10月28
日到期的利率为0.75％的6.5亿欧元票据、2030年4月
29日到期的利率为1.50％的7.5亿欧元票据提供法律意

见。这三批次票据均由BHP Billiton Limited提供担

保，所得款项将用于一般公司用途。桑坦德银行、法国

农业信贷和投资银行、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法国

兴业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德国裕信银行担任联席

主承销商。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荷兰安智银行（比

利时分行）、劳埃德银行、渣打银行和瑞银集团担任副

主承销商。司力达提供英国法法律意见

 • 为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就其全资子公司Swire Pacific 
MTN Financing Limited 50亿美元中期票据发行计划

的年度更新，提供法律意见。根据该计划发行的票据将

由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可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汇丰和摩根士丹利担任该计划的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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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联系人 

钟慕贞 Lisa Chung
香港
邮箱  lisa.chung@slaughterandmay.com

余嘉宝 Benita Yu
香港
邮箱  benita.yu@slaughterandmay.com

魏伯 Jason Webber
香港
邮箱  jason.webber@slaughterandmay.com

莫德华 John Moore
香港
邮箱  john.moore@slaughterandmay.com

雷彼特 Peter Lake
香港
邮箱  peter.lake@slaughterandmay.com

蔡珍吾 Clara Choi
香港
邮箱  clara.choi@slaughterandm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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