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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伊•斯莫尔（Shea Small）是本所并购法务组和全球金属和矿业法务组共

同负责人。谢伊执业于本所驻加拿大多伦多和英国伦敦分所的国际业务部，

他执业领域专注于并购、合资、私募股权和资本市场业务。谢伊还是麦启泰

律师事务所高层领导团队的成员，他任国际和商业战略组的负责人。

由于谢伊拥有很多自然资源和深厚的国际交易业务领域方面的经验，他《钱伯斯加拿大》上榜，并多次在《加拿

大法律专家名录 Lexpert》多次荣登为领先律师。他还被 Acritas Star 机构选列为合资企业和国际专家律师之星。

我想说他是我曾经合作过最具有创造力和商业头脑的律师 。他具有独

特的能力来制定准确而具有创造性的战略解决方案。他不仅是一名律

师，而且他还是我们战略团队的关键成员。

- 客户访谈《钱伯斯》

金属矿业界中宽广的交际圈

谢伊在全球金属和矿业行业拥有渊博的专业知识，他尤其是在复杂的多辖区交易中拥有深厚的行业人脉。谢伊拥

有 20 余年的执业经验，曾帮助客户构建和实施全球范围内构建和实施交易，尤其侧重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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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合资企业和战略投资

谢伊为公共和私人并购交易（包括合资企业、战略投资和资产剥离）的收购方、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和特别委员

会提供法律服务。 他近期的相关交易包括：

¬ 为 Endeavor Mining 矿业公司就以 10 亿美元的全股交易收购了在 TSX 上市的加拿大塞马福 (Semafo) 

矿业公司公司，该公司在布基纳法索经营 Boungou 和 Mana 金矿

¬ 为 Endeavor Mining 矿业公司就拟与 Centamin 公司进行 15 亿英镑的全部股票合并提供法律服务，并在

埃及经营 Sukari 金矿

¬ 为澳大利亚金矿勘探公司 Evolution Mining 以 4.75 亿美元的价格向 Newmont Goldcorp 公司收购红湖金

矿

¬ 为非洲金矿公司 Acacia Mining 公司就以 4.38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加拿大巴力克黄金公司 Barrick Gold

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 为 Stifel Financial 公司以 7,000 万加元收购 GMP Capital 资本公司

¬ 为纽克雷斯特矿业（Newcrest Mining）公司以 8.04 亿美元收购帝国金属公司（Imperial Metals）位于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Red Chris 铜矿和金矿的 70％合资股权

¬ 为肯联铝业（Constellium）在加拿大设立铝汽车零件合资企业事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 为石油勘探公司（Oil Search）以 22 亿美元收购纽约上市的 InterOil 公司，并对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进行的收购要约提供法律服务

¬ 为力拓 Rio Tinto 就其收购艾芬豪矿业（Ivanhoe Mines）公司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艾芬豪矿业为纽约证

交所和多伦多交易所上市的矿业公司，并拥有位于蒙古的 Oyu Tolgoi 铜矿项目 66%的掌控权

¬ 为力拓 Rio Tinto 以 5.78 亿加元收购哈索尔勘探公司交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其哈索尔勘探公司为一家在

多伦多证交所挂牌的铀矿勘探公司

¬ 为力拓 Rio Tinto 与萨斯喀彻温省的钾肥合资企业与俄罗斯的 Acron 集团合作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私募股权

谢伊为私募股权集团的收购和投资组合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和撤资提供法律服务。 他的一些经验包括：

¬ 为 Appian Natural Resource Fund 资源基金公司收购巴西 Serrote da Laje 铜金矿项目 Aura Minerals 

¬ 为 Appian Natural Resources Fund 资源基金公司就进行战略投资，以收购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Harte Gold 的 20％股权及其后续次级贷款提供法律服务，该公司在安大略省拥有 Sugar Zone 黄金项目

¬ 为拉曼查（La Mancha）公司以 1.257 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来收购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

市 Golden Star Resources 资源公司的 30％股权，而且该公司在加纳经营 Wassa 和 Prestea 地下矿事宜

提供法律服务

¬ 为 OMERS 就收购英国保险公司 Fairfax 公司其下的 Brit plc 股权事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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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Proterra Investment Partners 企业就 Tacora Resources 拥有拉布拉多（Labrador）Scully 铁矿的

大部分投资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对高级担保债务融资的后续股权支持

资本市场

谢伊为发行人和交易商提供公开募股和私募方案，并且他对加拿大和外国发行方提供债券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的一些经验包括：

¬ 担任福特、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富国银行的代表律师办理其加拿大的债务规划事宜

¬ 担任 RBC 银行资本市场代表律师，办理 RBC 在加拿大资产承保债券计划事宜

¬ 为 First National Financial and Penske 联合企业提供关于债券经销代理

¬ 代理力拓 Rio Tinto 履行其对 Turquoise Hill Resources 提供的多项共股发行承诺

我们相信，谢伊律师是使麦启泰律师事务所成为加拿大乃至全球顶级

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律师…。

- 客户访谈《钱伯斯》

奖项与排名

《钱伯斯全球》

- 顶级律师：矿业（国际和跨境） - 加拿大

《钱伯斯加拿大》

- 顶级律师：能源和自然资源：矿业

《Lexpert 全球矿业领域加拿大杰出律师》

- 顶级律师：全球矿业

《加拿大法律专家 Lexpert 名录》

- 顶级律师：并购和私募股权、矿业、企业融资与证券

2020 年度《法律专家 Lexpert》特刊

- 顶级律师：融资和并购、矿业

2020 年度《法律专家 Lexpert》特刊

- 顶级律师：能源

《加拿大法律 500 强》

- 顶级律师：国际专家； 以及推荐：能源和自然资源：矿业

《加拿大最佳律师》

-自然资源法：矿业领域顶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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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tas Star 

- “杰出律师”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