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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合伙人 

亚洲业务组主席 

办公室 

温哥华 

直线电话 

604-643-7128 

电子邮件 

jlee@mccarthy.ca 

毕业学院 

牛津大学法学学士，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学历认证，1994 

执业律师资格 

英国，1992 

中国香港，199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995 

李欣恩律师在中国和加拿大不仅拥有高知名度的经验，而且还拥有独特的优

势气场，能够为客户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交易。 

李欣恩* 律师是麦启泰律师事务所驻温哥华分所商业法务组的合伙人兼本所亚洲业务组主席。她的执业领域主要

专注于公司融资法、证券法、要约收购法、合并收购法、私募基金设计、公司重组法、商业事务法、公司投资及

融资法等。李律师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及私人投资商等众多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李律师为她的执业实践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巧妙地将寻求中国投资者的加拿大公司与希望扩展到北美的中国公司

进行合并。她还定期向金融部门的企业高管就如何利用商业机会和驾驭风险问题提供法律建议。 

竭诚向客户提供战略性建议： 

李律师引领来自加拿大和亚洲各地的领导团队提供各项法律服务，包括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

香港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的上市公司，客户经常征求李律师

关于如何发展业务和制定战略举措的交易建议，无论这些交易是在加拿大境内还是在境外的交易。基于李律师制

定的许多成功的战略计划，她早已赢得了该行业客户的广泛信任。 

李律师近期代理过的交易包括： 

 为合并和相关收购及重组项目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注册方、投资商和投资顾问就证劵监管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为竞价收购（代表收购公司及目标公司）担任首席律师； 

 为跨国和本国企业行业、高科技行业、房地产开发行业、服务行业及教育机构等股票上市或私募项目

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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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协助国外企业进入加拿大、开创业务和从事各种投资项目，设立基金或投资架构等项目担任首席律

师，包括合资企业在矿业和其他天然资源行业、汽车制造行业、林木业和科技行业等领域； 

 为协助加拿大企业扩展业务范围至大中华地区提供法律咨询； 

 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关于管理阶层及员工薪酬福利提供法律咨询；和 

 为有关商业交易、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及股东大会纠纷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 

李律师近期代理过中国国企的矿业交易项目包括： 

 为紫金集团从 IAMGold 收购 Rosebel 项目，担任首席律师； 

 为 JCHX Mining Management Co., Ltd.合资投资 CMH Colombia S.A.S（Cordoba Minerals 的子公

司）中担任 Clifford Chance 律师事务所的加拿大法律顾问； 

 为紫金集团从 Triple Flag 回购黄金流项目，担任首席律师； 

 为山东黄金（山东黄金）收购 TMAC Resources，担任首席律师； 

 为紫金矿业收购 Continental Gold 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山东黄金计划收购 TMAC 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紫金矿业从 Triple Flag 购买 gold stream 担任首席律师； 

 为国新(CNIC) [SASAC 投资企业] 对一国有企业优先股投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以 1.3 以美元收购卡博特种流体业务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加拿大红枫金融管理（Maple Red Financial Management）公司就温哥华的 Bentall 中心写字楼售

给黑石地产物业合作伙伴和（Blackstone Properties）和哈德逊太平洋地产（Hudson Pacific 

Properties）在美国的合资企业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中国铝业公司以$8.4 亿加元收购秘鲁铜业公司项目，担任首席律师； 

 为 CGN 矿业有限公司对 Fission Uranium 铀矿公司的$8,200 万加元进行战略投资项目，担任首 

席律师； 

 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9.8 亿加元对克利夫斯自然资源公司收购加拿大矿业 Consolidated 

Thompson 公司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加中全球资源资金公司对获得加拿大国际石油公司的特定权益进行战略投资项目，担任首席律师； 

 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1.2 亿加元对 Adriana Resources 公司和 Lac Otelnuk 项目的战略投资，

担任首席律师； 

 为加中资源基金的投资项目（EXIM 作为主要投资者的矿业基金），担任首席律师； 

 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6000 万美元对克利夫斯自然资源公司收购加拿大矿业 Consolidated 

Thompson 公司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河北钢铁集团公司以$6000 万美元对其 Alderon 铁矿石公司的投资项目，担任首席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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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武钢国际能源公司对 Adriana 资源公司和 Spratt 资源控股公司的合并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就$2.4 亿美元进行战略投资于 Consolidated Thompson 和 Bloom Lake 合

资企业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云南驰宏集团以$1.5 亿加元投资于塞尔温项目，担任首席律师； 

 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1 亿美元的投资作为 Sunny Lake 项目的初期合资企业项目交易，担任首

席律师； 

 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9700 万美元的投资作为 Atikamagen 项目的初期合资企业项目交易，担

任首席律师； 

 为中国 CAMC 工程有限公司对与 Procon 集团的各种投资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 CAMCE 控股公司和 Procon 集团公司对 Golden Band 资源公司的私人交易，担任首席律师； 

 为河北钢铁集团公司以$1.2 亿美元对 KAMI 铁矿项目投资，担任首席律师； 

 为金川集团有限公司就并购交易（未披露），担任首席律师；和 

 为中国黄金国际资源公司提供选择性的咨询服务。 

李律师近期代理的科技公司的交易项目包括： 

 为网易集团收购蒙特利尔物业及相关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为富途证券收购 OTT Financial 提供法律服务； 

 为腾讯集团就一般商业事务提供法律意见； 

 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Zhongshan Broad-Ocean Co. Ltd.）就巴拉德动力系统公司（Ballard 

Power Systems, Inc.) 的战略性投资交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为 TP-Link Technologies Col. Ltd.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各种有关商业法务方面的法律服务 

 为 Ad.Venture Partners 合作伙伴公司以 8763 万美元收购 180Connect 公司 

 为比亚迪公司就各种商业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李律师生长在香港，她在北美市场工作的经验超过 20 年，她具备从各方角度看待潜在交易所需的文化和商业技

能。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她不仅能够协助那些来自香港、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客户在北

美洲从事各种投资项目，并且还能够协助那些加拿大的企业扩展其业务到亚洲，包括采矿业和其他自然资源部门

的合资企业，以及技术、生命科学和房地产行业。 

1989 年，李律师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取了法学学士（优异成绩）学位，并在 1996 年她又获取了英国牛津大学文学

硕士学位。1992 年和 1993 年先后在英国和香港获准了执业律师资格。1995 年，她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获准了执业律师资格。1994 年，在李律师加盟温哥华麦启泰律师事务所之前，她曾在英国伦敦和香港执业多

年。李律师也是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律师协会成员、香港律师协会成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律师协会成

员、加拿大律师协会成员、加拿大-中国商务理事会成员和香港加拿大商会香港律师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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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师曾任加拿大律师协会证券组的法律改革联络人。2013 年，在《加拿大 Lexpert 法律精英名录指南》加拿大

最佳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录评选中，将她列为企业中端市场业务中的领袖律师之称。 

作为本所亚洲业务组主席，李律师经常参与有关中国和亚太地区业务的各种会议和研讨会并发表演说，李律师在

该领域赢得了国际声誉。 

* 以公司体制执业 

奖项与排名 

《加拿大法律专家名录》 

- 最常被推荐的顶级律师：公司中型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