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了解以下法律服务项目的详细内容或更多服务项目请参考英文网页，或联系我们
Please visit our English version or contact us for detailed services.
公司法 Corporate Law
协助企业客户遵守联邦，州和地方法规，为企业的日常法律事务提供服务。 包括业务运营中
审阅或起草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常规商业合同；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组织、管理和培训；企业
扩大发展与政府部门和各种服务机构如银行的协调；美国境内和跨境公司交易及融资的各个方
面。
兼并与收购 Mergers & Acquisitions
从交易的早期阶段意向书的起草和复杂的尽职调查；交易文件的起草与谈判；与联邦、州和地
方政府的各种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的审批程序；直到交割达成交易以及实施完成后包括税收筹划
的整合策略。我们的项目团队包括各个专业领域的律师，在整个并购过程中以提供经济并且切
实可行方案为出发为客户提供法律支持。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团队为多家中国企业，包括
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在美国和欧洲成功收购和兼并公司或资产
签证与移民 Immigration $ Visa
雇用外国员工的企业或者移民申请者必须遵守各种复杂的移民法律和法规。了解并解决与就业
资格和文件相关的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资深经验的移民签证律师团队可以协助客户处理各种签
证需求：
• 为客户提供关于签证类型的咨询，以满足客户在国外和国内经营、兼并、收购、企业重
组和资产剥离的需求，以及维护外国公民交易后的工作许可。
• 特殊人才移民计划，为美国以外的艺人、艺术家、运动员和其他从事艺术/娱乐行业的
个人提供关于获得 O 和 P 签证的要求、分类和流程的咨询。
• 就获得签证的正确程序、合法入境美国以及入境后如何保持合法身份提供咨询。
• 协调全球移民，指导客户办理非移民签证和绿卡，以及跨国企业高管、经理人、重要外
籍员工及其家属的永久就业移民签证。
• 在就业核查、联邦调查和移民企业合规性方面提供咨询，包括：进行审计、制定合规性
手册和政策、为客户准备突击签证申请核查调查、代表客户参加美国劳工部审计和
PERM 劳工认证申请。
汽车产业 Automotive Industry
迪克森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汽车行业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从道奇兄弟在车库里造汽车的时候
起，我们就与各大汽车公司合作。我们帮助汽车行业的先驱们建立了这个行业，我们也在帮助
今天的公司改变世界。我们的律师可以在任何与汽车相关的领域和经营上协助客户：
合同、电子商务和营销、公司治理、经销商和分销安排、不良供应商和破产、环保、金融业、
特许经营、知识产权、信息技术、劳动和就业、诉讼、兼并与收购、房地产、产品责任、产品
召回和质保

贸易和海关 Trade & Customs
从事国际贸易要受到严格的监管，违法行为会受到严厉的刑事和民事处罚。由于负责执法的机
构众多，而且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适用，因此，合规和报告工作尤为复杂. 拥有丰富的经验
国际团队在以下方面协助客户：
• 商品的适当分类、正确的估价、原产地指定、消费品安全以及管制限制和豁免。
• 出口管制和遵守监管限制，包括《出口管理法》、《出口管理条例》、《武器出口管制
法》和《国际武器贩运条例》等。
• 有关海关合规性、海关罚款、处罚、扣押、海关和国际贸易中心调查等。
• 国际贸易限制、评估和审计、裁决请求、抗议和质疑 CBP 的决定。
• 有关记录保存、报告义务和避免制裁的策略方面。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优惠贸易协定以及符合出口管制要求的贸易协定谈判。
• 国际交易和条约合规性问题提供咨询，包括制裁、禁运、FCPA、反抵制措施和反洗钱
等。
商业地产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处理房地产投资和开发的各个方面的法律事务。为客户提供战略和全面的建议，帮助客户全面
了解业务环境和房地产交易的潜在风险。
商业地产主要体现在“绿地投资”即投资者新建的运营设施，如生产厂房、办公室、物资分配
枢纽等和“棕地投资”即投资者租用或收购已有的厂房、设施开展运营。
我们富有经验的房地产律师协助客户从起草意向书开始至交割结束。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迪克森律所拥有超过 90 名知识产权的律师团队，而且每一位专利律师都拥有技术学位和多年
的行业经验，因而成为北美知识产权领域第一规模律所。我们的团队与客户紧密合作，确保客
户的创意和技术安全，使我们的国内和国际客户能够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业务增长和发展。我
们为客户提供有关知识产权各个方面的战略咨询。尤其帮助小型企业和国际公司了解并利用其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专利：专利的申请和起诉、专利执行、 侵权分析、专利性调查、 许可证谈判及全球专利权
商标：虚假广告索赔、商标保护和维护、许可证和注册调查、商标注册、服务商标注册及不正
当竞争行为
版权：在线版权保护、加拿大知识产权局注册、版权登记、登记状况调查、衍生作品和汇编的
许可权、美国海关总署注册及业权调查
知识产权诉讼常见于各个公司之间的商业活动中，我们的诉讼团队为国际和国内组织在法庭上
进行知识产权纠纷诉讼。我们丰富的法庭经验使我们能够在纠纷发生前，对非竞争性协议和非
邀约协议的可执行性进行真实的分析和评估，同时帮助客户在纠纷发生前保护其最宝贵的商业
资产--客户关系、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信息。我们为多个行业的客户提供特定的法律顾问、资
源和解决方案。

雇佣与员工福利 Labor Law & Employee Benefits
雇员福利、高管薪酬和 ERISA 计划都受到技术性很强的法律监管。各种规模的雇主都面临着
保持合规的挑战，同时尽量减少成本，避免处罚和诉讼。
为各种就业和劳动法问题提供咨询：提供及时、准确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员工福利计划，帮助客
户实施有效的风险规避策略，起草就业协议和员工手册，并在必要时为我们的客户提起诉讼。
• 退休计划，包括设计、实施和管理 401(k)计划、利润分享计划、固定福利计划、现金平
衡计划、ESOP、403(b)计划、457 计划、SEP 和 SIMPLE-IRA 计划。
• 高管薪酬和股票计划，包括为公司和薪酬部门提供关于高管薪酬计划的税务、ERISA
和证券法方面的建议。
• 福利和附带福利计划，包括处理与各种投保和自费福利计划相关的法律事务：团体健康
计划、人寿保险、伤残保险、125 法案食堂计划、子女看护援助计划和 HSA。
食品与农业 Food & Agribusiness
几个世纪以来，农业企业和食品工业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支柱。现在，随着人们对食品召回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政府的审查力度也越来越大，我们的律师们在调查、监管、公司和诉讼等方面
代表种植者、加工商、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为客户提供索赔预防和风险规避策略、保险
覆盖范围、危机管理、媒体和公共关系、监管合规等方面的咨询，包括涉及疑似和/或涉嫌食
源性疾病、食品加工和开发、不纯添加剂和异物污染以及潜在的产品召回等问题。
航空航天 Aviation
我们与众多私人和商业飞机运营商、飞行学校、固定飞机运营商、机场赞助商和开发商合作。
我们了解航空业的复杂性，从机场土地使用和第 16 部分的投诉到采购规范和制造，我们都了
解航空业的复杂性。我们在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和无人机系统（UAS）领域也有丰富的
经验。
我们的航空业务的专业领域包括：
• 企业/商业航空问题，包括：机场土地使用、许可、机库公寓开发、企业飞机所有权、
飞行时间共享和共享所有权结构。
• 机场和固定航空运营商（FBO）的代理，包括：疏忽索赔、第 16 部分投诉、噪音、环
境、授予保证合规性问题和围栏协议。
• 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包括：协议书、333 条款豁免、COA 和 SAC 以
及 FAA 监管合规性。
• 航空融资，包括：代表银行机构寻求以司法或非司法方式取消飞机贷款的赎回权。
• 监管问题，包括：与联邦航空管理局就执法案件和监管解释进行谈判和解。
• 航空事故和人身伤害法方面的辩护和起诉经验
反垄断 Antitrust Law
提供反垄断法合规性和风险规避建议，包括有关交易结构和相关业务活动的指导。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 Private Equity & Venture Capital
在基金投资组合的收购，融资，运营和最终处置中，代表客户处理私募股权基金过程中遇到的
独特且通常复杂的需求。具体能力和经验包括以下方面:

•
•
•
•

为传统保荐人，家族办公室和独立基金保荐人及其投资基金（包括夹层基金和“周转”
基金）设立，组织和组织私募股权基金。
合并，收购和处置，包括平台和附加收购，高级和次级融资与重组，税收筹划，高管薪
酬以及复杂的收购/投资谈判。
投资期间担任投资组合公司的外部总法律顾问，包括一般法律咨询，公司治理，附加收
购和资产剥离，劳工和就业，移民，知识产权投资组合管理和商业纠纷。
在证券，公司法和其他法律的合规框架内，开发和执行各种退出交易，包括资本重组，
合并和合并资产销售，股票销售以及首次公开发行。

医疗与保健 Health Care
医院、医疗专业人员、保险机构和其他保健行业的服务提供者都面临着一些特定行业的法律挑
战。监管的加强、政府监管的加强、运营和财务方面的担忧以及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都在影
响着医疗卫生行业的经营方式。面对这些挑战，医疗卫生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依靠经验丰富的
律师来帮助他们解决法律需求。
税务 Taxation
税务决定几乎影响到每个行业，给个人、私营企业和上市公司带来了挑战和风险。无论您是拥
有一家成熟的企业或非营利组织，还是为政府机构工作，或者处理国内和跨境交易，我们的税
务业务部门都可以协助客户处理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税法事务。通常涉及到法律的税务包括：
美国合伙企业税、私有股权、交易性税务筹划、免税组织、国际税收、财产税上诉、公司税、
税法争论、并购-M&A、社区发展与税收优惠融资和税收优惠融资等。
银行与金融 Banking & Financial Services
今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在一个竞争、技术和经济环境迅速变化的日益复杂的市场中运作
的。迪克森在金融服务行业拥有一个多世纪的经验，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务的一些专业领域包
括：一般银行业务，融资交易，其他银行交易和产品（掉期和其他衍生品；商业和备用信用
证；资金管理和投资），购买/提供工业发展债券、其他税收优惠融资、受监管实体的债券和
贷款，信托（个人及公司信托，包括：共同信托基金及其他集体投资基金的设立及管理；共同
基金、养老金及员工福利计）及收购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等。
破产，重组与债权人权利 Bankruptcy, Restructuring & Creditor’s Right
帮助客户有效应对在与财务危机中的公司打交道时遇到的各种挑战，包括保护客户的利益，执
行客户的权利和补救措施以及重组陷入困境的业务。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Energy & Sustainability
提供必要的在新能源科技方面的实用建议，以使客户能够跟上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和法规环
境。服务领域包括电子、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矿业、水资源等等。
保险法 Insurance
代表保险人处理保险范围和诚信纠纷； 提供承保建议和意见； 就反垄断法和其他行业问题向
保险公司提供法律咨询； 在诉讼中为被保险人辩护； 并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展业务和进行交
易。

传媒、体育与娱乐 Media, Sports & Entertainment
娱乐、体育和媒体业务部门代表着艺人、名人、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和企业家等国际客
户。及时，高效地为娱乐，体育和媒体行业的客户提供实用，量身定制和积极的全球性、区域
性和行业性解决方案和法律建议。
院校与教育 Education Law
娱乐、体育和媒体业务部门代表着艺人、名人、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和企业家等国际客
户。及时，高效地为娱乐，体育和媒体行业的客户提供实用，量身定制和积极的全球性、区域
性和行业性解决方案和法律建议。
信息与通信产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确保客户的信息资产（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受到保护。 帮助公司制定有效的信息安全策
略。
博彩业 Gaming
为娱乐场，娱乐场开发商和与博彩业有关的其他人员在一系列复杂的监管问题上提供全方位法
律服务的解决方案。
如协助商业赌场开发商获得博彩执照；获得州宪法修正案和博彩立法的批准，并为赌场的融
资、建设和运营提供咨询。复杂的互联网游戏领域提供咨询
环境法 Environmental Law
处理交易事务，场地修复，应急响应和危机管理，能源和采矿事务，湿地和水法事务，并在产
生纠纷时进行诉讼。环境问题每天都在影响着企业，而且可以说涉及到各个经济领域和各个行
业。从日常经营到大规模的并购，都会涉及到企业的经营活动。无论环境问题出现在哪里或以
何种方式出现，企业都需要了解全局的律师的协助，并能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诉讼 Litigation
代表客户处理美国和加拿大境内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上诉法院，政府机构，专门法院以及国
际，国家和地区仲裁组织的诉讼。
资本市场与证券 Capital Market & Security
代表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应对日益复杂的证券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