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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期待古杰提供战略性的法律服务并制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以实现其业务目标, 无论是涉及复杂的商业交易或是政府调查质询,  
他总是以这样的执业效率和方式把解决客户的需求放在首位。

古杰是我们多伦多办公室的合伙人兼竞争法/反垄断法及外国投资法务组的负责人。据客户访谈介绍，古杰不仅

“效率高而且知识渊博”《钱伯斯加拿大 2018》，他是一位“伟大的律师”并被同行引用为“高效和具有战略

性的思想家，在促进客户利益方面他表现出顽强的决心”《律界名人 2017 年 5 月》。

古杰在合并、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其他商业交易的业务方面积极为客户提供竞争法律服务。 此外，他对单方

面行为和卡特尔调查和合规事宜提供咨询意见。客户经常要求他就有关风险评估方面领域提供法律意见，他还向

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就他们所提出的安排事项提供法律意见，并通过加拿大竞争局进行的相关调查向客户提供导

航服务和展望。 古杰还代表客户参与那些与竞争局和竞争法庭谈判复杂的补救措施和法令事宜。他的专业知识

范围涵盖广泛的行业领域，这就使他能够对客户所从事的行业具有全面性的了解。

古杰在为外国买家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并拥有丰富的经验，包括经常为涉及国有企业（国企）的投资项目提供咨询

服务，包括按照《加拿大投资法案（ICA）》针对加拿大供应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包括创新科技

和经济发展部（原工业部）和遗产部负责审核文化项目的投资。他曾参与过多个行业领域中的谈判，以确保“对

加拿大净惠收益”的确定性审核，这对于履行 ICA 程序投资项目审查所具备的必需标准，包括促使加拿大政府就

交易国有企业所重申的投资政策。古杰能够依据 ICA 规定的方式批准通过全面国家安全审查程序，他在这一业界

是为数不多的加拿大优秀律师之一。

在加盟麦启泰律师事务所之前，古杰在另一家加拿大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国际顶级律师事务所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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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杰为众多备受瞩目的战略性国际和国内的交易提供咨询服务，其中包括：

¬ 加拿大卡尔加里的西捷航空（WestJet）和美国的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就其拟议达成协议而组成合

资企业

¬ 康尼格拉食品（Conagra Brands）完成以 109 亿美元收购品尼高食品公司（Pinnacle Foods）

¬ 英文武田药品有限公司（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以 620 亿美元的价值收购了尔

（Shire Plc）

¬ Tenneco Inc 公司以 54 亿美元收购 Federal-Mogul 公司

¬ 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和阿克苏诺贝尔（Akzo Nobel）公司就其特种化学业务以 125 亿美元出售给

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以及新加坡财富基金（GIC）。

¬ WillScot Corporation 公司以 11 亿美元收购了 Modular Space Holdings 集团

¬ 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以 20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汤森路透的金融与风险部门

¬ Marine Harvest 公司以 3.15 亿加元收购 Northern Harvest 企业

¬ 中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 15.1 亿元收购 Aecon Group Inc.集团公司

¬ 华特迪士尼公司以 524 亿美元收购 21 世纪福克斯公司

¬ 法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以 7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Zodiac Aerospace 公司

¬ 中国化工以 430 亿美元收购先正达

¬ 美国户外用品零售商 Bass Pro Shops 以 55 亿美元并购同行 Cabela's 

¬ 美国通用电气对贝克休斯的收购交易，合并后的公司年收入料在 230 亿美元左右

¬ 帝国石油 28 亿加元出售加拿大 497 间埃索加油站

¬ Johnson 电气控股有限公司以 8 亿加元收购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世特科国际

¬ 联邦商业公平竞争局向商业公平竞争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声明反对加拿大航空公司与美国联合大陆控股

有限公司（UCH）合并的立场。

¬ 英国艾铭公司以 32 亿美元收购收购福斯特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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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 150 亿加元收购尼克森

¬ 桑克能源公司和加拿大石油公司合并，合并后的资产达 433 亿加元

在加盟麦启泰律师事务所之前，他曾代理了以下交易：

¬ Zodiac Aerospace 航空公司以 77 亿美元收购 Safan 

¬ 加拿大先正达股份公司（Syngenta AG）以 430 亿美元间接收购中国化工集团（ChemChina）的子公司

¬ Bass Pro Group 集团公司以 55 亿美元收购 Cabela's 

¬ 通用电气公司将其石油和天然气业务与贝克休斯公司合并，创建了一家年收入约为 230 亿美元的合并公司

¬ 帝国石油有限公司以 28 亿加元剥离 497 个 Esso 零售加油站

¬ 德昌电机控股有限公司（Johnson Electric Holdings Limited）以 8 亿加元收购 Stackpole International 国

际公司

¬ 联合大陆控股公司拟与加拿大航空公司建立跨境合资企业，并随后在竞争法庭进行诉讼和和解

¬ Foster Wheeler AG 以 20 亿美元收购 AMEC 

¬ Nexen Inc.以 151 亿加元收购中海油有限公司

¬ Suncor Energy Inc.能源公司 433 亿加元价值与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达成合并

演说文献和思想领导

古杰曾在加拿大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和国际律师协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并一直是这些协会的积极成员

和并积极为政策工作贡献力量，包括担任审查事项/单方面行动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和加拿大律师协会国际竞争与

贸易法委员会前国际竞争法部副主席。他也是全球竞争审查年度反托拉斯法领袖论坛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

联合主席。古杰在竞争法、国际贸易法和外国投资审查领域发表了许多关于加拿大和国际期刊的文章。他的著作

包括：

¬ 合著者：在您的管辖范围内的补救策略：关闭有问题的交易 - 加拿大国际反垄断委员会：通讯，国际法

ABA 部分，2015 年秋季通讯。

¬ 合著者：国有企业：加拿大合并控制和外商投资的战略考虑

¬ 2015 年度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法春季大会，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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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杰于 1998 年获取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执业律师资格。他于 2004 年获取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EC 竞争法研

究生文凭。他又于 1997 年从约克大学获取了他的 MES 学位。他的法学学士学位。 1996 年在 Osgoode Hall

法学院获取了法学学士学位，1992 年在西安大略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

奖项和排名

古杰在加拿大国内和国际各种法律出版物被公认为顶级律师：

《钱伯斯全球：加拿大顶级律师》

Band 1：竞争/反垄断 – 全国加拿大

《钱伯斯加拿大：加拿大顶级律师》

竞争/反垄断

《法律名人》

思想领袖–全球精英

思想领袖–竞争

《加拿大法律精英指南》

最常推荐：竞争法

《加拿大美加跨境法律专家名录》

顶级跨境律师

《加拿大法律 500 强》

顶级律师 - 竞争/反垄断

《加拿大最佳律师》

竞争/反垄断

《加拿大法律 500 强》

竞争/反垄断

《加拿大法律精英指南》

美国/加拿大跨境领域之加拿大顶级律师

《欧洲货币》专家指南

竞争与反托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