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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合伙人

办公室

多伦多

直线电话

416-601-7654 

电子邮件

oborgers@mccarthy.ca 

毕业学院

多伦多大学，

法学硕士, 1988 

渥太华大学，

法学学士, 1986 

执业资格

英国和威尔士, 1995 

加拿大安大略省, 1988

博傲立

博傲立（Oliver Borgers）是本所多伦多分所竞争法/反垄断法和外国投资业务组和外国投资法业务组的合伙人。

自 1988 年加盟本所以来，他一直专注执业于反垄断法、外国投资审查、国家安全审差并购等业务领域。1994 年

至 1997 年期间，博先生曾担任本所驻英国伦敦分所的负责人。

博傲立在最新版本《钱伯斯环球指南：世界顶级律师指南名录》、《加拿大钱伯斯》、《加拿大律政名人》选列

为竞争法行业中的卓越领袖律师之列，他在《国际著名商业律师名录指南 Who's Who of Business Lawyers》和

《国际著名竞争法律师和经济学家（竞争法评论）名录指南》、《PLC Which Lawyer 》《竞争法手册》（国际

知名法律服务商 Practical Law Company）、法律媒体集团的《世界顶级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律师名录指南》、和

《加拿大最佳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律师 Lexpert 精英名录》（加拿大顶级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指南）中上榜、《加拿

大法律 500 强》、《加拿大最佳律师》列为竞争法/反垄断领域中的顶级律师。

博傲立先生在最新版的《钱伯斯全球》中，被列入加拿大投资审查（Investment Review）类别的顶级律师行列

之中。

他的执业重点着眼于竞争法业务领域，并这一领域中在兼并、收购、合资、战略联盟、合并前的通知、和市场行

为中积极应用。博先生曾带领他的业务团队署理了加拿大目前最大的一项（力拓收购加拿大铝业公司）《竞争

法》和《加拿大投资法》项目审批的获准。博先生经常为国内和国际的最大公司就各种行业的合并前清拆事宜提

供战略咨询，并拥有丰富的经验，在各种市场营销和定价的做法、市场的限制、独家交易和主机市场的其他合

规、民事和刑事所产生的反垄断法问题，提供战略咨询意见。他也是外商投资并购审查《加拿大投资法》法规方

面的专家。博先生与工业部和加拿大遗产部对有关投资事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合作。

博傲立先生在西部大学学院（伦敦）法学院教授竞争和外国投资的法律课程。博傲立先生是加拿大律师协会全国

竞争法分会（CBA）的执行委员，以及该业界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前任主席，及本业界的合并委员会

主席。他也是美国和国际律师协会和 Studienvereinigung Kartellrecht（德国反托拉斯法协会）的成员。他还是加

拿大和德国律师协会的创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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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就竞争法、外商投资及并购审查和国家安全相关的主题在加拿大和国外发表演说。他是《竞争全球指南：

兼并控制和竞争全球指南：贸易和主导权的约束》（《实用法律公司》出版物）编委会成员。他还是最新版《法

律业务研究》《外国投资评论》的特约编辑。

博先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一些西班牙语，并且拥有英国执业律师资格。1983 年，博先生在多伦

多大学获取了他的学士学位（哲学），1986 年他在渥太华大学获取了法学学士学位，1988 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取

了法学硕士学位。1988 年，他获准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执业律师资格，并在 1995 年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

的成员。

博先生曾经手过的大型交易包括：

 代表道琼斯与杜邦公司合并交易

 代表 Leon's Furniture 家俱公司与 The Brick Furniture 家俱公司之合并项目

 代表安桥收购 Spectra Energy 

 代表 Calgary Sinoenergy 收购 Long Run Exploration 石油和天然气资产

 代表蓝天酒店收购 InnVest 酒店

 代表卡夫食品就卡夫食品和亨氏食品的合并交易

 代表菲尔蒙酒店出售给雅高/索菲特交易

 代表 Glentel 向 Bell / Rogers 出售电话业务

 代表 General Mills 出售 Jolly Green Giant 业务

 代表 Spectra Energy 向 Plains Energy 出售天然气液体业务

 代表 Slate Office REIT 收购 Fortis 物业

 代表 Sun Life Financial 收购 Bentall Kennedy 

 代表 Coastal Contacts 就 Essilor 收购 Coastal Contacts 交易

 就出售 CIBC Aeroplan Visa 产品组合给 TD 之交易

 代表 Emco 收购 Noble 

 代表 Spectra Energy 收购 Express 管道

 代表 Agrium 收购 Viterra / Glencore 资产

 代表枫叶集团的养老金成员收购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代表英美资源集团收购戴比尔斯公司

 代表力拓收购 Alcan、Ivanhoe 矿业公司和 BHP 的竞标

 代表 General Mills 收购 Yoplait 

 代表 Intrawest 收购 Monarch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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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英美资源集团办理出售 Moly-Cop 交易

 代表 Unilever 收购 Alberto-Culver 

 代表 GE 承办各种金融和信用卡组合交易

 代表 Avaya 收购 Nortel 电话企业解决方案业务

 代表百事可乐收购百事瓶装集团、Tropicana Juices 和 Quaker Oats（佳得乐）

 收购酒店/酒店业务，包括 Intrawest、菲尔蒙、四季和 Delta 

 收购 Alliance Atlantis 

 Stelco 出售给美国钢铁

 索尼音乐和 BMG 音乐的合并交易

 枫叶食品和 Schneider Meats 的合并交易

奖项与排名

《钱伯斯全球》

- 顶级律师： 竞争/反垄断

《钱伯斯加拿大》

- （Band 2）顶级律师： 竞争/反垄断

《加拿大法律专家名录指南》

- 顶级律师：竞争法

《加拿大法律 500 强》

- 顶级律师： 竞争/反垄断

《加拿大法律名人》

- 顶级律师: 竞争

《国际竞争法律师和经济学家名人录》（竞争法审核）

- 顶级竞争法律师

2020 年度《法律名人：全球思想领袖全球精英》

- 外国投资审核

《Lexpert/美洲律师指南之加拿大律师 500 强》

- 顶级律师：竞争法

《加拿大最佳律师》

- 最佳律师：竞争/反垄断

国际知名法律服务商《竞争法手册 》

- 顶级竞争法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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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媒体集团的《世界顶级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律师名录指南》

- 顶级竞争法律师

2020 年度法律专家 Lexology 客户选择奖

- 竞争与反托拉斯-安大略

Acritas Star 

- "杰出律师"之称

2020 年度法律专家特刊

- 顶级律师：金融和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