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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们的团队 
 



我们是一家亲身实践的商业律师事务所，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极富才干
的客户征服棘手的市场，创造就业和繁荣。我们与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商
业企业的业主及专业人士并肩合作，因为他们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建立
关系并传承传统，由此我们取得了蓬勃发展。 
您可以依赖我们的专业知识，因为我们支持的各个行业雇佣了超过300万澳大利亚人，并将在未来10年中
创造1/4的就业岗位。 

 

全国支持，本地建议 
我们的身影遍布澳大利亚，而通过我们支持的
各类组织和内部法律团队，您也可以感受到我
们在本地的存在。我们的律师团队响应积极、
经验丰富，将客户放在第一位，提供卓越的价
值，并分享客户的胜利。 

不论是墨尔本、悉尼或布里斯班的商业中心，
或是Longreach和Dandenong的商业界，我们都
了如指掌。 

  
我们为各个行业工作，各州气候不同，连足球
规则也有所变化，但我们的律师有全国性律所
的支持，始终致力于为本地客户服务。在这个
国家中的任何一天，您都会发现我们在商业界
工作，为客户的增长和繁荣而努力，支持行业
创新，并寻找最好的人才加入我们不断壮大的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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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系 
我们是Multilaw在澳大利亚的唯一成员——这是
一家由全球超过75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国际协

会，让客户能够联系英国、欧洲、亚洲、美国
及其次大陆的律师——我们可以帮您找到各个

司法管辖区的专家，让您在跨境交易或纠纷中
免于忧虑。 

通过Multilaw联盟，我们已经与中国的合作伙
伴——君合律师事务所——展开了密切合作，

持续为其客户提供关于澳大利亚法律要求的建
议和支持。  

 
 



我们专注于与客户建立有价值和有益的关系。 
我们提供广泛的法律服务，并热切而持续地关注对我们客户十分重要的
领域，包括能力、定价、价值和创新。 
我们的客户包括各个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私人持有公司和主管机构，涵盖制造业、
零售业、专业服务、地产、运输、金融和保险。 

 

我们的执业领域 
Macpherson Kelley旗下事务所在五类主要执业
领域开展业务： 

• 商业 
• 争议解决与诉讼 
• 私人客户 
• 地产和建筑 
• 职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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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及费用安排 
如您指示我们代表您打开一份案卷开始工作，
我们会从一开始就与您商定费用问题。 

每份案卷的费用有所不同，可由以下一种方式
决定：  

• 固定的议定费率（用于日常事务） 
• 小时费率 
• 两者结合 
• 持续性律师费 
 

 

 
 

新南威尔士州的小时费率 
我们的律师在接手每项事务之初、在发送账户
之前，都会与您商讨成本和费用。 

新南威尔士州合伙律师和律师的小时费率如下
（不含税）： 

合伙律师  500-695澳元 

特别顾问律师  500- 525澳元 

高级受雇律师  400-500澳元 

受雇律师  340-400澳元 

律师   250-330澳元 

律师助理  150-215澳元 

 
 



每天有300多名员工在Macpherson Kelley律所工作，帮助我们的商业客户
赚钱省钱、做出好的决策、建立强大的业务关系、晚上睡个安稳觉。 
我们与客户并肩工作，了解其业务和首要需求，以此与客户建立了坚实的联系。我们的客户会告诉您，正
是我们对客户业务和需求的理解，加上卓越的建议，以及平易近人和协同合作的风格，让我们区别于其他
的律所。 

归根结底，Macpherson Kelley律师事务所就如同您自家公司一样。 

 

 

我们的方法 
当今本地和全球市场的飞速变革意味着只有法
律专长是不够的。您有更多期待，所以我们承
诺： 

• 我们容易找到，讨论开诚布公，服务交付及
时。 

• 我们会推荐整体行动方案，而不只是列举选
择。 

• 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理解您的业务，以实现
最好的商业结果。 

• 我们从一开始以及在工作中会坦诚地跟您讨
论费用，让您不会接到出其不意的账单。 

能力和准备文件 
如有客户指示我们工作，我们会在委派任何律
师开始案卷工作之前事先咨询客户。这确保了
客户的需求能得到准确及时的服务。 

客户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合伙律师和高级受
雇律师，他们能够亲自提供服务，不过，为了
将您的法律费用降到最低，我们也会尽可能地
将基础任务分派他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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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 
从接到您的指示时开始，我们会迅速处理您的
事务，并让您随时了解工作进展和由此产生的
问题。 

如果我们预见到任何延迟，我们会通知您预期
的延迟时间以及导致延迟的因素，及时更新准
确、简洁的建议和文件，所提供的技能和经验
契合每一笔交易的要求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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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长包括公司治理、兼并收购，以及初次公开招股（IPO）、借壳上市、增股发行、股

票购买计划、公司借款等形式的公司融资。我们在如下方面尤其具有专长：应对监管机构、有
清偿能力及破产重组、合同，比如合资企业、一般协议和关联交易。我们的专长包括： 

我们的商业律师团队在并购、公
司财务和治理上都有经验，主要
是为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
上市公司服务。我们与客户并肩
工作，努力构建最佳交易，并确
保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 

• 公司法和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监察委员会
（ASIC）的问题 

• 公司查核 
• 兼并与收购（公私领域） 
• 收购 
• 证券法 
• 公司和商业交易及咨询 
• 资产和业务收购及处置 
• 公司重组 
• 公司治理 
• 受监管交易 
• 私人股权交易 

• 筹集资金 
• 股东管理层收购 
• 风险资本投资与结构融资 
• 员工股权计划 
• 股利再投资计划 
• 股份购买计划 
• 合资企业和股东协议 
• 商业服务和供应协议谈判 
•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申请 
• 特许经营权 
 



增股发行 
Macpherson Kelley近期代理了4件上市公司的增
股发行。其中一件根据《公司法》第713节准备
招股说明书，另两件根据《公司法》第708AA
节以要约文件方式著手进行。 

其中两次由大股东承销，并要求遵守Takeover 
Panel在这方面的指导。第三次由著名经纪公司

全数承销。第四次与“股票购买计划”共同实
施，这在澳大利亚尚属首次。尽管市场条件困
难，所有4次发行都成功完成，包括在一次案例

中，已经触发了承销协议中的“市场下跌”终
止条款。 

借壳上市 
Macpherson Kelley已经为诸多在ASX暂时停牌的

公司完成了借壳上市。它们收购了新的公司，
并需要重新遵守ASX上市规则的第1章和2章规定。 

这包括编写用于筹集资金的招股说明书，以及
部分承销。这些公司都成功地实现了重报股票
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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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管收购 
我们最近代理一家上市公司运行了一家对非上
市公开公司的场外收购要约。该项目始于认购
和执行协议的起草和谈判，覆盖各方面的问题，
包括宣布要约、准备投标商声明书、联络标的
公司的法律顾问就投标商声明书和标的公司声
明书的发布进行磋商、处理标的公司独立专家
报告产生的问题，以及准备呈送ASIC和ASX的各
种通知。 

此外，对股票对价进行估值，以确定最终要约
比率，同时要求ASIC的救济措施，以实现合适

的结果。在要约期间，投标商的业务有重大变
更，需要准备一份增补投标商声明书。 

 



股东批准的控制交易 
Macpherson Kelley代理一家上市公开股份公司

收购了一些资产，作为交换条件，出让了公司
的控制股权。我们为股东大会准备了一份通知
及解释备忘录，在大会上，取得按照《2011年
公司法》第611节第7项和第2E章，以及适用的
ASX上市规则的股东批准。 

我们还审查了独立专家报告的技术合规性，并
联络ASIC和ASX，取得了上述机构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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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破产托管 
我们最近代理公司管理人处理一家零售领域上
市股份公司复杂的自愿破产托管程序。我们提
出了对人事任命以及诸多问题的建议，包括应
对房产业主、力图以继续营业的方式出售该企
业。该方案无法实现时，我们提出其他建议，
涉及出售该公司的股票和其他资产、大量扣留
所有权主张，以及有关担保债权人的一些复杂
问题。最终，我们对公司立契转让安排和债权
人信托提出了建议，为债权人赢得了附加值，
并且价值有希望返还股东。 

君合律师事务所和中国 
我们代表中国的合作伙伴君合律师事务所以及
多家中国的银行处理诸多事务，包括： 

•  涉及澳大利亚标的公司的跨国收购； 

•  涉及中国的银行和澳大利亚借款公司的融资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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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内容需要保密 

Steven与国际上的律师事务所构建了关系，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我们

客户的利益。他个人对这些律所的熟悉了解，有助于根据客户的需求遴
选合适的律所。 

Macpherson Kelley律所是Multilaw的成员，Steven是其招募新会员会的主
席，目前在该组织的多个委员会中工作。Steven担任这些职务，并且是
其执行委员会成员，这使得他能够为所有的Macpherson Kelley客户提供
全球范围的律师联系。 

“我们客户的国际业务需求不断增长，而我非常高兴Macpherson Kelley能
够利用我们的国际联系助其一臂之力。” 

Steven Jerrard 
商业合伙律师 
澳大利亚墨尔本 
电话：+61 3 8615 9916 
电邮：steven.jerrard@m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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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in confidence 

Malcolm has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apital 
raising and commercial contracts. He has a particular specialisation i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as extensive cross-border 
experience. 

Malcolm has experience in a range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FMC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od and agribusiness and life sciences. 
Malcolm has been ranked by Chambers Global, Chambers Asia Pacific, Asia 
Pacific Legal 500, Best Lawyers,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gazine 
and Word Trade Mark Review. 

”If you take time to understand a client’s business and know 
the challenges that affect the business on a daily basis, 
you’ll deliver so much more than just legal advice.” 

Malcolm McBratney 
Principal, Commercial 
Brisbane, Queensland 
电话：+61 7 3235 0468 
电邮：malcolm.mcbratney@mk.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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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内容需要保密 

Gavin Robertson 
商业合伙律师 
新南威尔士州悉尼 
电话：+61 2 8298 9534 
电邮：gavin.robertson@mk.com.au 

Gavin是一位极富经验的公司律师，其专长在于并购、公司财务和治理，
主要是为ASX上市公司服务。他与客户并肩工作，努力构建最佳交易架
构，并确保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 

Gavin的专长包括公司治理、兼并收购，以及初次公开招股（IPO）、借

壳上市、增股发行、股票购买计划、公司借款等形式的公司财务融资。
他在如下方面也十分专业：应对监管机构、有清偿能力及破产重组、合
同，比如合资企业、一般协议和关联交易。 

“我的目标永远是取得商业结果，同时确保符合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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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内容需要保密 

Stephanie是一名公司交易律师，其执业领域是并购、资本市场、银团贷
款融资和初创企业资本。 

Stephanie已经为诸多跨国并购和杠杆收购项目提供过建议，其收购标的
从上市IT公司、国际银行到专业服务事务所。 Stephanie在资本市场的执
业经验包括代表公司在亚洲股市初始发行和二次发行股票，为ASX上市
公司进行增股发行和在ASX借壳上市。 

Stephanie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利用其双语能力服务中文客户，在涉
及中文当事人的事务中贡献力量。 
 

Stephanie Wen 
商业受雇律师 
新南威尔士州悉尼 
电话：+61 2 8298  9509 

电邮：stephanie.wen@mk.com.au 



新南威尔士州 
 
悉尼 
+61 2 8298 9533 

 

维多利亚州 
 
Dandenong 墨尔本 
+61 3 9794 2600 +61 3 8615 9900 
 
 

 

昆士兰州 
 
布里斯班  
+61 7 3235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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