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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客户为中心，提供行业知识和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罗哲（Roger Taplin）是一位备受追捧的国际矿业交易律师, 也是本所全球金属和矿业组的共同负责人。罗哲的

客户受益于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行业知识,他可以管理各种国际复杂的矿业交易。 

客户相信罗哲强大的谈判技巧和整合方法能够成功地引导他们完成公共和私人矿业并购交易, 包括收购、业务组

合、衍生和战略投资。罗哲以其在合资企业和金属流媒体方面的专业知识而闻名, 他经常代表矿业公司和金融家

参与全球规模庞大的矿业项目。

"他不仅仅是一个律师, 而且还积极帮助我们处理和解决商业问题。他为客户提供多方面的实用建

议。罗哲即顾全大局又关注细节。”   

客户访谈 - 《钱伯斯加拿大》

罗哲律师近期代表性的交易包括：

 为加拿大矿业公司 Calibre Mining 以$1 亿美元收购位于尼加拉瓜的矿业资产，并与 B2Gold 公司建立了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同时进行融资$1.05 亿加元

 为穆巴达拉对 Equinox Gold 的$1.3 亿美元战略投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为嘉能可（Glencore）就支持由 PolyMet Mining 矿业提供的$2.65 亿美元的股权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为 Newcrest Mining 矿业公司以其 8.04 亿美元的协议收购帝国金属公司位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Red 

Chris 铜矿和金矿的 70％合资权益，提供法律服务

 为 Vale 与 Wheaton Precious Metals 和 Cobalt 27 进行的$6.9 亿美元的钴流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为 Nexa Resources（前身为 Milpo）资源公司处理其$2.5 亿美元的银矿流，并在 Milpo 的秘鲁 Cerro 

Lindo 矿上进行 Triple Flag（三旗矿业公司）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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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嘉能可（Glencore）与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建立 50/50 BaseCore 版税和流媒体合资企业，并将嘉

能可的$3 亿美元基本金属特许权使用费组合转移到 Bascore 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嘉能可将其在安塔米纳矿以$9 亿美元银流出售给银惠顿（Silver Wheaton），并以价值$5 亿美元的金银

流出售给秘鲁安塔帕卡基矿上的佛朗哥内华达

 为 Newcrest Mining 公司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Lundin Gold 的$2.5 亿美元战略投资中为厄瓜多尔的

Fruta del Norte 黄金项目提供资金，并为 Lundin Gold 提供 2000 万美元的资金以资助该项目的勘探，提

供法律服务

 为 GreatPanther Mining 公司以$1.05 亿美元收购 ASX 上市的 Beadell Resources 资源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为皇家黄金集团（Royal Gold）处理与 Cupric Canyon Capital 公司进行的$2.65 亿美元银流交易，以用

于博茨瓦纳 Khoemacau 矿的铜业项目

 为黄金公司（Goldcorp）以$4.38 亿美元的现金和股份将其位于墨西哥的 Los Filos Mine 出售给 Leagold 

Mining，提供法律服务

 为英美资源公司（Anglo American）就 Luminex Resources 资源公司的$5730 万美元收入来为在厄瓜多

尔的 Pegasus 金矿项目提供资金，提供法律服务；

 为嘉能可（Glencore）公司就出售其于纳米比亚 Rosh Pinah 矿场 80％权益及布基纳法索 Perkoa 矿场

90％权益，向 Trevali Mining 之总代价为 4 亿美元现金及股份交易；

 为黄金公司（Goldcorp）从 Kinross 和 Barrick 公司收购了 Cerro Casale 项目的 50％股权，并与智利

Maricunga 区的 Cerro Casale、Quebrada Seca 和 Caspiche 项目在 Barrick 建立了 50/50 区域合资企

业，提供法律服务；和

 为黄金公司（Goldcorp）和泰克资源公司（Teck Resources Limited）以$35 亿元价值组建一个合资企

业，整合运营各自的艾尔莫罗（ El Morro）和雷林桥（ Relincho）项目均位于智利，包括新黄金公司以

US$9000 万美元并发收购 30％的股权和对未来黄金产量 4％的金流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奖项与排名

《钱伯斯全球》

- Band 1 - 矿业（国际和跨境）- 加拿大

《钱伯斯加拿大》

- Band 1：能源和自然资源：矿业 – 加拿大全国

2018 年度客户认定的最卓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能源和自然资源执业律师”大奖

- Lexology Client Choice Award 大奖

客户认定的最卓越执业律师”大奖 – 并购

- Lexology Client Choice Award 大奖

《加拿大法律专家 Lexpert 名录》

- 不断被推荐为中企业中端市场领域、矿业法、公司商业和公司金融证券法领域的卓越律师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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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法律专家 Lexpert 名录》

- 最常被推荐为矿业领域的顶级律师

《加拿大法律 500 强》

- 顶级律师： 能源和自然资源 - 矿业 

《律界名人》 

- 世界最卓越矿业领域律师之一

《知名矿业律师》

- 矿业行业中的领袖律师

《加拿大知名律师》

- 矿业行业中的领袖律师

2019《律界名人》

- 思想领袖 - 全球精英

2017《律界名人》

- 世界矿业律界中的伟大思想家之一 

《加拿大最佳律师》

- 列为并购法、矿业法和自然资源法领域中的最佳律师 

《加拿大最佳律师》- 2020

- 列为并购法、矿业法和自然资源法领域中的年度最佳律师 

《IFLR 1000 世界领先金融法律事务所指南》

- 备受推崇：项目开发、银行业务、项目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