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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我们的理念

使客户的法律利益最大化, 是审德团队的工作目标 因为我们知道,客
户对法律服务的品质追求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质量、效率和价格的定
义。

让客户的判断与行动更有效率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 客户希
望律师的战略判断和法律筹划能力不仅限于风险提示或提出否定性意
见, 更重在帮助客户掌握该国复杂而充满挑战的局面, 顺利渡过在东
南亚的企业经营风险。

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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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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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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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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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Our Philosophy

关于我们 About Us 3

选择我们的理由 Why Choose U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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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五百强在印尼的首选。 2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在印尼成立的一家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专业化、国际化法律服务
机构。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诉讼、和仲裁服务。

审德的律师们凭着高度的敬业精神、精湛的法律知识、丰富的执业经验，为国内外客
户提供了务实、高效的法律服务，既赢得了业界和市场的广泛好评，更赢得了国内外
客户的高度认同。迄今为止，审德拥有众多多元化客户，他们涉及大型跨国公司和中
小迅速成长型企业、传统制造业企业、知名的国内外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跨国建筑
公司、电厂项目业主、矿业公司、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基金会、房地产公司、电信提
供商、电子商务以及网络金融公司。此外，也为印尼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外国领事
馆和商会等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并广受青睐。

审德已经成功运营了十多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组织和高度凝聚力的专业团队，
成员包括20多名执业律师，和多名法学家、法学院教授、企业管理顾问、商法专家。

由此56名杰出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最为优秀的王牌律师服务团队其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
解决委托人面临的各种专业问题和法律风险; 更简化，更专业，更有效的帮助中资企业
在印尼促成大项目的交易和成功落地，为其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声誉是最宝贵的资产，而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声誉。我
们对提供卓越的服务和寻找创新解决方案的 坚持和努力
获得客户认可。

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关于我们关于我们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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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语言和逻辑思维与您相同; 

- 我们的许多律师可以都讲流利的普通话，并能在中文与其它语言环境中起草文件、
谈判和提供法律意见; 

- 我们的收费具有竞争力，并且可按客户的要求出具适合客户的报价方案; 

- 我们团队各律所之间的关系是非排他性的，如果客户已有首选的法律顾问，我们亦
非常乐意与之合作; 

- 在处理每个跨境项目时，我们都会运用这些关系为客户组建一支量身订制的综 合律
师团队; 

- 我们的团队由最优秀的并拥有最适合相关项目的专业技能的律师组成，相关律 师均
彼此互相了解并有良好的工作默契; 

- 我们理解当地相关的文化特点和商业目标;

客户正言：

审德 — 懂中资、说华语、熟流程、讲效率、接地气、关系广、落地稳。

- 争议解决
- 兼并，收购
- 航空和航运
- 外商直接投资
- 劳动人事

-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 土地，财产
-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 建筑和房地产
- 破产，重组

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选择我们的理由

专业领域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Why Chose Us

Practic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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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广泛的专业领域提供创新的法律服务, 具有独特的商业关注点。在东南亚经商时常
有时会令人生畏, 我们深度的理解客户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为客户提供的建议和指引
是基于我们对当地法律文化人文的透彻理解，同时对客户的目标和宗旨深度的理解做出  
的, 并提供一贯高标准的客户服务、 卓越的专业支持和深刻的商业洞见，深受客户信赖。

在法律分析、实用主义和效率之间合理平衡并向客户提供务实、高效以及富于远见的法律
意见，使客户的问题总是迎刃而解。

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我们的服务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Ou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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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What client say about us:
"审德是印尼最靠谱的律所"

审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五百强在印尼的首选。 6



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What client say about us:
"从客户的角度认识问题，并为我们提供量身定制我们所

需要的法律解决方案和结果是审德律师的特长。"

审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五百强在印尼的首选。 7



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What client say about us:
"他们用心去了解客户，并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他们的意见。"

审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五百强在印尼的首选。 8



我们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同的事情,
而是因为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不同。

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What client say about us:
"他们的回复特别迅速，他们的想法透露出商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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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处理争议方面是印尼最权威律师事务所之一，因其全面和国际化的咨询
和代理服务而享负盛名。无论您公司总部设在任何地方，或是在任何区域开展经营，国内
争议和国际争议都可能触发诉讼或仲裁。

诉讼

我们的诉讼团队中有国内和国际一流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他们有精深的专业
素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多名顾问拥有资深法官职业经历，对司法实践理解深刻，经
验丰富，其独到的专业技巧为中资企业在法院处理争议过程中作用显著。

仲裁

您的企业需要经验丰富的国际仲裁律师，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趋向于以仲裁方式来解决复
杂的国际争端。审德充分了解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经营所处的环境，可在每一环节为您提供
支持—从缔约前起草有效仲裁条款向您提供战略建议，到争议出现时在各个阶段为您提供
全面的建议和有效的代理服务。 

审德律师事务所是您解决国际业务争议的理想选择。我们领先的国际仲裁律师致力于确保
仲裁条款符合客户的需求和争议的特点。通过创新的方法，我们努力解决降低法律开支和
节省仲裁时间的双重挑战。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外商直接投资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外来国直接投资领域享有良好声誉，多年来成功为大批国内和国外客户
就其在印尼各行各业开展的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在依照各国法律开展涉外投资、合资公
司事务、并购、建立法律实体、成立新公司等方面，具备较深资历。审徳针对起草证书、
申请合资公司文件和其他公司文案、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等
业务领域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我们的服务领域包括：

· 设立全资子公司，代表处，合资公司；

· 政府审批，许可，备案，登记相关事宜咨询；

· 合同文件的起草，修改，审定；

· 法律尽职调查，商业谈判；

· 法律合规性评审和法律可行性研究；

· 劳动及社会保险咨询；

· 企业营业本地化及合规管理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 及各种复杂难办的资质办理。

兼并和收购

作为东盟最专业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机构之一，审德拥有无可匹敌的本土丰富知识和实践经
验，提供更专业有效的法律及商务服务。我们 最了解中资在本土的需求，审德将助力您的
企业“出海”实现新的腾跃。

无论您是交易中的买方或卖方，无论您是财富500强公司、中等规模企业，您都会受益于
一个经过整合的服务平台和已经与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商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的

团队。我们深刻理解交易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并且深知如何与您合作构建您的交易。

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收购公司提供战略方案和选择、 收购法律结构设计、 尽职调
查、价格确定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等法律服务;同时，参与并统一协调收购工作的会计、税
务、 专业咨询人员， 最终形成收购公司的法律意见书和一整套完整的收购合同和相关协
议，以保障整个收购活动的合法且有序地进行。工作内容包括： 

· 针对业务文件；财务文件；重要协议合同；融资文件；知识产权；雇员及员工事宜; 
诉讼，仲裁和其他程序；税务；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土地、物业和其他资产等进行全
方面尽职调查

· 交易结构设计

· 起草交易文件

· 参与商务谈判

· 联合体协议谈判

· 融资相关法律服务

· 交割

· 海外架构搭建

土地和财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商业土地和财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财产纠纷方面，我
们的律师团队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代理，在国家行政法院，地区法院和警察调查欺诈和财
产损失方面颇有成就。我们还为在土地和财产领域经营的保留客户提供一般法律建议。我
们多年连续聘为外企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大型亚最大的工业园的日常法律事务。我们可
以帮助客户准备土地购买和销售协议，提供关于土地和财产监管合规的建议，代表客户进
行财产纠纷谈判、关于土地和财产一般事项的法律草案和文件。我们代理的商业土地和财
产的知名客户是印度尼西亚中国综合工业园区（"PT KITIC"）。 我们还提供购买土地和财
产的建议和尽职调查。我们代理的与购买土地和财产有关的一个知名客户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

建筑和房地产

审德律师事务所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总承包商、
分包商、政府实体、开发商公司、供应商、设计公司、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供应
商和建筑材料供应商。我们提供合同审查，客户咨询、风险评估、债券和保险索赔、付款
和收款问题的咨询服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代表客户处理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在建设工程
争议解决，仲裁和诉讼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劳动人事

在劳动和就业问题方面，我们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劳动法”的深入了解和这种法律的实际
应用，提供广泛的服务。帮助客户熟悉日常劳动事务，雇佣、终止、签订合同、罢工和停
工等一切事务。我们还为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人推荐了许多就业研讨会，提供深度
学习和应用的机会。

我们可以就制定“公司条例”和“行为准则”处理雇佣纠纷和诉讼，就就业关系和关注的
所有方面提供建议，并代表上庭。

我们的客户覆盖范围广泛的行业，包括银行、制造、建筑和基础设施公司、采矿利益、电
力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和政府实体等。

律师工作组可以协助您的企业

· 对所涉岗位人员工作形式做可行性分析，出具法律分析意见。

· 设计适合企业具体情况的用工形式，并提供用工合法性审查服务。

· 设计非全日制用工合同，兼职人员聘用合同，实习合同等合同文书，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依照法律要求进行调整，审核其内容的合法性，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条款表述
风格，并进行灵活设计。

· 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与解除事宜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提供相关法
律法规。

· 协助企业就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程序，补偿金支付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提供法律意
见。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 起草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文本，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

· 为企业在员工休息休假,员工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支付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及建议。

· 协助企业对所涉岗位人员适用工时制度变更等手续的完善，规避法律风险。

· 对企业现有的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与梳理。

· 协助企业对现有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提供合法性建议。

·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企业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使其更完善。

· 协助企业在修订规章制度过程中与员工的协商，沟通及告知程序，并保存相关证明
材料，规避规章制度无效的法律风险。

· 协助企业梳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根据不同的用工形式提出社会保险归口
及缴纳意见。

· 协助企业处理所涉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缴，关系转移相关事宜。

· 依据劳动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
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
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What client say about us:
"6个月了，我们去了很多律所寻求答案未果，但是一到审德半

小时就找到答案了，有经验的专业律师是说的明白！"

审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五百强在印尼的首选。 10



我们律师团队自我要求
渊博的知识、创新的思维和高尚的情操。
做到全天候快速响应。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What client say about us:
"审德的律师令人印象深刻。语言和逻辑思维相同，

本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审德"

审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五百强在印尼的首选。 11



商场上常说“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 但在审德,我们却认为，
有效的风险管理将意味着更大的回报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为投资印尼的企业特别推出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常年法律顾问律师的服务内容为协助客户处理日常法律事务具体包括:

· 根据客户的需要, 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解答法律咨询、依法提供建议或者出具律师意
见书;

· 协助起草、审议、修改客户在经营、管理及对外联系活动中的合同、协议、章程等
有关法律事务文书;

· 帮助客户就劳动管理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和依据，起草或审核劳务合同及公司规章制
度。

· 为客户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决策提供意见,或者应客户的要求, 从法律上对其决策事
项进行论证,提供依据;

· 根据客户的要求,参与磋商、谈判,提供咨询服务, 审 核或准备谈判所需要的各类法律
文件;

· 受客户委托签署、送达或者接受法律文件;

· 应客户要求,就客户已经面临 或可能发生的纠纷,进行法律论证,提出解决方案, 发表
律师意见;

· 受客户委托,代表甲方参与经济合同谈判及董事会议;

· 根据需要向客户提供与其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信;

· 律师工作组将依据印度尼西亚劳工法提供关于劳工事项的建议；协助进行内部双边
谈判(因履约或其他相关事宜导致合同终止)；起草关于劳工事宜的法律文件，这些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审核与劳工事
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政策、劳动协议警告书、终止书和辞职信；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What client say about us:
"与审德的律师除了语言沟通顺畅，她们做

事的效率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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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我们的客户能够体验到经验丰富且全身心投入的律师、专业化律师助理和相关支持人员尽
全力为他们提供积极的咨询协助、战略建议和创意支持。并能够感受到我们关注客户的成
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致力于寻找新和创新的方法来预测和满足客户的要求.

我们的客户包括有:

我们的客户
Our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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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我们的客户
Our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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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为与客户建立和维护的长期关系而感到自豪。

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且有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管理该行业的
业务运作。我们的团队专门提供石油、天然气、采矿和能源的法律服务。

我们为各种石油和天然气客户的交易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就生产共享合同提出建议，制定和
审查EPC合同，以及为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援助，如土地征用，获得许可证，公司合规和其
他事项。

至于采矿方面，我们已就建立采矿作业和购买当地矿山的战略股权提出了多项相关的法律
意见，包括环境法，土地法，许可证，区域自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外国投资法以及遵
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法规等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为寻求建造电厂的项目公司提供所有相关事宜的帮助, 包括签署购电协议, 征地, 
审查和/或起草EPC合同，升级谈判，担保和所有其他相关事宜。

与许多小型公司不同，我们提供一个直接“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担和协助设立采
矿作业或发电厂的所有相关事宜。

破产，重组

在破产，和重组方面，我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包括在各种交易中减少经营，缩减规模，
大规模终止，解决问题，违约和再融资，从而导致公司，商业集团和债务的重大重组。

如果确定重组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能够协助启动破产程序，并始终代表客户的利益。

航空和航运

我们为飞机/船舶融资, 船舶停工, 抵押和重新抵押, 买卖和与此相关的法规遵从提供法律
建议。我们还参与了关于海上事故, 碰撞, 保险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事项问题的处理。      
在航运争议的解决方面我们有卓越的成就, 目前在为印尼政府处理一些复查的纠纷案件。

商业诈骗

许多外国公司担心在获得许可证和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生讹诈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并且在
签订合同时，他们经常面临不正当收费或特许权要求的潜在威胁。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诈骗的刑法程序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刑法程序不同。商业诈骗的刑法
程序很复杂，而且往往冗长。因此，需要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处理商业诈骗案件。客户都希
望可以从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诈骗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寻求律师。

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律师团队在处理涉及商业诈骗、腐败、商业贿赂、非法金融交
易、洗钱、保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刑事诉讼方面经验丰富。我们曾在腐败消除委员会
（"KPK"）, 地区检察官和国家法院的刑事调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中为客户提供代理服务。

反欺诈和公司内部调查

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制定企业政策，企业研讨会，企业合规，培训计划和进行企业内部调
查，为反欺诈和其他法律合规措施提供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审计，以监督合规性，并减少
公司因员工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例如贪污，盗窃，内幕交易和其他可能在公司环境中
发生的违规行为。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争议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多家跨国公司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许可、特许经营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注册，
权利转让许可草案。我们在商业法庭和仲裁期间代表客户处理纠纷。我们还帮助客户处理
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刑法程序争议问题。

Our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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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我们律师通过团队合作，既可以发挥各自法律领域的专长，又能为客户提供更全面和有效
的服务。每一个客户，每一个案件，都由该领域的资深律师负责，同时辅以其它各个部门 
团队的全力支持。在团队多方位的法律服务背后，是我们的律师在各自专长领域内的精通
与 专业化。很多律师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经验，能熟练地运用中文、英语、德语，韩语，
印尼语进行交流。有 些律师同时具有注册会计师及注册税务师资格。多数执业律师有国际
律师事务所实践背景和在外国留学和工作经历。 我们也有国际认可仲裁员 (是特许仲裁员
协会的会员)。

Our Team

越南联系人 Vietnam Contact

Nguyen Thu Thao
阮周秀

thuthao@schinderlawfirm.com

Bui Dai Huynh
布戴·休恩

huynh@schinderlawfirm.com

Ngo Quynh Anh
???

quynhanh@schinderlawfirm.com

Nguyen Trung Nam
阮楚南

trungnam@schinderlawfirm.com

Hoang Thi Nhung
黄氏农

thinhung@schinderlawfirm.com

印尼联系人 Indonesia Contact

Prof. I.B.R Supancana
苏潘查纳 教授

supancana@schinderlawfirm.com

Suryani Lim
苏律师

suryani@schinderlawfirm.com

Budhi Satya Makmur
布帝 律师

budhi@schinderlawfirm.com

Wisnu Tikoariaji
维斯努 律师

wisnu@schinderlawfirm.com

Dewi Susanti
戴维 律师

dewi@schinderlawfi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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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德律师事务所与美国
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
集团密切合作，支持后
者的全球举措。近期，
审德律师事务所为世界
银行集团的《2020年营
商指南》做出了贡献，
该指南是世界银行集团
在私营部门发展领域的
旗舰知识产品之一。审
德律师事务所提供了解
释，并对印度尼西亚12
个不同行业的监管情况
进行了批判性评估。

回馈社会是我们审德，根深帝固的社会责任！审德律师事务所通过就争议解决
事宜提供专家建议, 无偿支持印尼政府。因此，我们在贸易法委员会为外交部
提供支持，并且代表外交部出席国外会议并提交详细的书面法律意见。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老子。

荣誉及社会贡献
Honor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Presented to

 
 

In apprecia�on of your contribu�on to 
Doing Business 2020 

 RITA RAMALHO, DIRECTOR 
GLOBAL INDICATORS GROUP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GROUP 

Naz Juman Gulinazaer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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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相信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信条，即教育是您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最
有力武器。因此，审德律师事务所与巴厘国际仲裁与调解中心（BIAMC）紧密合作，这是印
度尼西亚唯一允许印尼人和外国人成长的国际仲裁组织。我们与BIAMC一起，就与国际争议
解决有关的问题培训了数百名（有抱负的）律师。我们已经访问了东亚的二十多所大学并与
他们合作，我们为学生和年轻律师开展了职业发展计划，在该课程中，我们讲授了成功担任
争议律师所需的技能。

荣誉及社会贡献
Honor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多年来，审德律师事务所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给Dilts 
Yayasan (儿童福利院)，不仅提供资金，物资和精神方
面的支持，而且积极通过参与他们所举办的慈善活动
来支持他们，为他们能够为有需要的儿童筹集更多资
金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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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Closing Remarks

作为一名拥有灵活逻辑思维和丰富的法律实践和社交经验的
优秀领导者，她在诉讼和非诉讼案件中处理法律事务方面有
相当丰富的经验。在过去十多年里，她带领其团队经办了许

多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项目法律支援，包括电力项目、高速公路项目、桥梁、化工、
石化等项目。她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参与项目结构设计、  开展尽职调查、 参加谈判、  
提供法律分析和意见、指导办理相关手续等 。 
娜姿女士协助了众多外资企业集团、组织机构成功的投资入驻印度尼西亚，并自企业成
立之日起，她就成为这些公司和机构值得信赖的企业顾问。曾经并现在由娜姿女士提供
法律及商业服务的(驻印)机构、企业有: 

东盟使团、印尼证劵所、印尼政府金融监督服务中心 (OJK)、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中
国五环、中国路桥、中国华电、中国水利、中航国际、中国西电、中国华信、中国船级
社、中交集团、中新社、 中国电建、 中国外运、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长虹电器、
伊利集团、五菱汽车等等。
娜姿不断寻找挑战自我的新方法，通过建立巴厘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仲裁和调解中心
BIAMC，扩大了她已经令人印象深刻的专业知识面。她身上带着一种进取的精神,这种
精神激励着她独一无二的巴厘非营利性协会。她致力于保持前瞻性思维，同时保持基于
团队合作、健康工作环境和强烈职业道德的特殊文化。

其他重大成就：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和调解/争议解决第二工作组印度
尼西亚代表团成员

- 2019年9月-2018年4月 荣获亚洲商界女性50强

- 参与世界银行集团在私营部门发展领域的旗舰知识产品之一《2020年营商指南》，支
持后者的全球举措，并对印度尼西亚12个不同行业的监管情况进行了批判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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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姿. 审德 (Naz Schinder)
 

创始人



Bali

Jl. Prabu Udayana No. 100, Jimbaran
Bali, 80361 - Indonesia

+623618953660

Singapore

1 Raffles Place #44-01A
One Raffles Place Tower One

Singapore 048616

Korea

( 06595) (Seocho-dong, YangJin Bldg.) 3F, 5F,
138, Banpo-daero, Seocho-gu

Seoul

Vietnam

Suite 501, 31C Ly Tu Trong,
Ben Nghe Ward, Dist.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Head Quarter Jakarta

Centennial Tower 36th Floor
Jl. Jend. Gatot Subroto Kav. 24-25
Jakarta, 12930 - Indonesia

+6281287023281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亚洲未来的基础设施发展描绘了蓝图，同时
也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其蕴含的经济潜力不可低估。

随着外资企业入驻印尼及其他东盟国家，审德法律服务跟随着投资者的脚步已经悄然发生
变化，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从公司设立、办理复杂高难度的法律手续和资质，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股东之间争议、投资和并购、特别清算等专业法律服务。协助企业开展前期调查
和尽职调查，提供法律咨询和各类法律文本，为中资企业提供全面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审
德发挥着律师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进而在整个国际律师行业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团队合作、资源共享是审德事业发展的基石。以专业服务社会，以信誉成就品牌，审德律师以其
卓越的专业能力，为外商提供“一站式”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实现社会、客户、律所之间的和
谐共赢。

审德期待在印度尼西亚或东盟其他任何地方为您服务！

结束语
Closing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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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文网站：https://cn.schinderlawfir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