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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什么是俄罗斯？

提高投资者对本国的关注力，是发展俄罗斯市场的关键任务之一。无论是政府机
构，还是俄罗斯商界的相关人士，都致力于改善商务气候，为国外投资者贸易创
造最有利的条件。旨在吸引投资和保证长期互惠的国际合作。

从自身潜力来看，俄罗斯经济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市场不饱和
（消费水平比发达国家的比较指数更低），进口替代潜力巨大。

现在，俄罗斯当局不仅在联邦项目上建立吸引投资者的国家政策，还包括本国可
以吸引外国贸易的资源集中地区。俄罗斯经济之前完全封闭的许多战略领域，现
在已经部分或者完全为外国投资者和资本开放。这些领域包括燃料能源项目、制
药、林业和其他方向。

II  为什么您需要俄罗斯的律师事务所？

尽管俄罗斯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但国外贸易在本国还可能会遇到许多困
难。俄罗斯的法律制度不断发展，从而引发立法频繁变动，在监管的特定部门里，
这些法律特别难以理解。如果误解导致违法，将会使公司受到严重处罚，甚至刑
事调查，或至少也会使违法人声誉严重受损。

因此，在开展贸易计划时，需要专业咨询团队，他们将帮助外国投资者依法建立
自己的经营。从降低潜在的贸易风险和选择与政府机构、合作伙伴、客户和分包
商最佳的合作机制而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经营理念。

III  如何找到律师事务所？

a. 在哪里找到可靠的公司？如何收集律师事务所的信息，在哪里收集？

互联网、各种法律和行业出版物上都刊登有俄罗斯律师服务的大量广告信息。每
个事务所或个人律师都把自己定位成法律方面最好的专家，如专家和俄罗斯法律
的行家。所有的广告都值得信赖吗？完全根据广告所做的选择，可能会开出一个
残酷的玩笑：您可能失去时间和大量的金钱，但却和法律、贸易风险无关。

如何选择俄罗斯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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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保证自己不会作出错误选择，在初步选择律师咨询时，建议您考虑到以
下信息来源：

律师事务所排名

国际市场上有关于律师事务所的可靠排名，这些资料建立在独立的研究上，律师
和客户都信赖这些独立研究作出的观点。

国际排名：

http://www.legal500.com/
http://www.chambersandpartners.com/
http://www.iflr1000.com/
  
这些排名的信息根据行业原则而构建，含有关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专家和客户反
馈。通常，市场的大型参与人会发布关于自己公司信息和专业领域的文件。研究
人员将评价实施项目的质量、客户关于律师工作的反馈、性价比、竞争公司的反
馈作为评价标准。此外，研究人员会推荐最专业和最突出的市场专家发表某个法
律行业的法律概述。

了解律师事务所排名时，建议您注意到以下重要方面：

1.  律师事务所排名位置
2.  专家反馈
3.  客户反馈
4.  公司文件：关于公司、实务和律师的信息
5.  律师个人排名：客户特别提到的专家
6.  分析信息：法律概述；阐述公司工作和专长的文章、公司媒体稿和新闻。

俄罗斯排名：

http://pravo.ru/rating/

 俄罗斯排名与国际排名类似，但除了其他参数以外，俄罗斯排名还包括
声誉排名：客户和俄罗斯市场上其他律师事务所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声誉评价

律师事务所协会

现在有一种趋势，地方独立律师事务所加入协会，以扩张服务国际项目和客户服
务、经验交流、提高客服质量、优化项目中法务随同的预算。

为了成为这种协会的成员，律师事务所必须证明自己符合质量和服务的高国际标
准，提供同行和客户的推荐信，以及严格遵守协会章程。换句话说，如果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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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加入了有国际声誉的协会，则该事务所可以视为当地市场的可靠合作伙伴。
在开展国际项目时可以获得额外的优势和质量保证。

律师事务所的国际协会举例：

http://www.terralex.com/
http://interlaw.org/
http://www.taxand.com/
http://www.lexmundi.com/

商业协会、商会

 实际上，在全球有俄罗斯联邦领事馆的每个国家都有俄罗斯商会。它们
负责支持计划在俄罗斯开展贸易项目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您可以关注商会，获
得在俄罗斯开展贸易的信息，投资机遇、贸易的法律特点，获得关于可靠法务合
作伙伴的信息。还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工商会获得这些信息。

一些俄罗斯联邦的商会和工商会：

俄罗斯驻中国商会 http://www.russchinatrade.ru/zh-cn
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工商会 http://www.tppchina.com/novosti/knr4/novyij-
resurs5.html?lang=chi

b.  选择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原则

选择律师顾问时，我们建议您关注以下重要方面，以证明律师事务所是否可靠，
这些信息通常发布在网站上：

1.  服务综合性。律师事务所提供所有基础法律领域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您项目陪
同所需的：商品进口和贸易业务或修建工厂，纳税或者司法程序。事务所专业化
广，可综合提供服务，能够最大化保证项目免受所有可能的法律风险。
律师事务所应该在以下主要实务方面提供服务：企业、商业、税务、不动产和建
筑、劳动和移民、知识产权保护、外贸监管和海关法、争议实务。

2.  律师事务所有行业专业化。在俄罗斯实施一些行业的项目时，有法律监管的特
点，如金融和银行业、电信、制药、石油工业。如果律师事务所有专业化的行业
实务和这些领域的工作经验，这将极大促进项目的实施。

3.  律师事务所会提供实施过的项目和客户信息。 

4.  分析律师事务所的客户。是什么客户？大客户、知名公司、大中型俄罗斯和国
际公司。通常，俄罗斯的大公司都建立了compliance系统，会对服务供应商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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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进行严格核查。此外，这些公司还有内部政策，按内部政策的要求，所有供
应商都应符合质量和服务的高标准。

5.  项目质量，名单中是否有与自己类似的项目，律师事务所是否有自己所在行业
的项目，律师事务所是否提供过大型项目的服务。有时为了保密和与客户协议为
准，事务所不会公开发布所有实施过的项目信息。可靠的事务所会根据您的请求
向您提供补充信息。

6.  律师人数：这是一项重要指标。如果计划开展大型项目，您应该相信，律师事
务所有提供该项服务的足够资源。

7.  了解律师简历，可靠的事务所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重要标准：专业化、工
作经验和工龄，学历，著作，参加专家活动。这些都是律师经验的证明。

8.  提供服务的地点：有地区办公室和分公司将使您在俄罗斯整个区域获得优质的
法律援助，大大降低了律师出差的费用。

9.  可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事务所参加的排名信息。这证明事务所可靠，专业，认同
为市场专家。

10.  参加立法活动。这项指标在俄罗斯联邦有很大的作用，因为政府积极开展立
法活动，一年内约采用了500项法律。现在正对民法和税法积极改革，改变国家
政策。如果律师事务所积极参加专业委员会，在法律改革时邀请为专家，律师可
以以贸易的名义出息，向立法者传递公司的意见。此外，他们还可以从内部渠道了
解法律环境和陷阱，有效捍卫客户利益。

11.  请注意，律师事务所在市场上的运作年限。超过10年的经营表示公司可靠。

c. 如何获得关于律师工作的推荐？

谁能比客户更好地了解律师的工作质量？来自公司客户的第一手信息，他们关于
实施过的项目意见、性价比、客户服务水平都有最大价值。严格的律师事务所将
会向您提供客户名单，了解它们可以知道律师工作的信息。

此外，还可以在律师事务所协会中获得推荐。在这种情况下，在合作项目中协作
过的其他律师事务所也可以给予评价。

我们建议您关于为律师事务所排名而对客户访谈的意见。如：

 “团队完美演绎了帮助客户的承诺”。”
 “律师报告总是文字优美，即使不懂税法的人也能读懂”。”

“税法方面排名第一”。

客户在接受Chambers Europe采访时对Pepeliaev Group的意见
(http://www.chambersandpartners.com/180/49/Editorial/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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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何相信律师是您所需行业的专家？

实施过的项目是律师经验的最好诠释。
此外，了解律师在您所需专业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可以在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找
到这些信息，也可以按照查询在公开来源中找到（网站、媒体）。律师关于您需
求方面的文章、作用和内容、研究程度、俄罗斯和国际核心出版物的著作都可以
是专家经验和知识想法的代表。

俄罗斯核心出版物如：

请注意，律师是否经常参加某些主题的研讨会、是否被邀请为专家；还可以查询
主题会议的演讲。如果律师经常作为专家出席会议，这表示市场认可他们的意见，
他们在实践中有值得分享的经验和实例。

会议主办方如：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conferences/rus/
http://www.adamsmithconferences.com/
http://www.vedomosti.ru/events/
http://bc.rbc.ru/

e. 选择当地还是国际公司？ 

俄罗斯律师事务所很早就达到了国际服务水平和质量标准。俄罗斯公司拥有国外
公司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对俄罗斯法律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参加俄罗斯立法改
革（可以预测监管层对某个问题采取的行动），广泛的司法实践，同国外公司相
比，可以提供更灵活和更具有竞争的法律服务预算。此外，俄罗斯立法现状正处
于积极改革的阶段，特别是讨论俄罗斯市场限制外国律师事务所经营的立法问题。

f. 选择个人执业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

大型律师事务所会以自己的品牌保证相应的服务质量，拥有完成各种不同难度项
目的资源，律师专业化处于最高水平，错误最低。此外，许多严格的律师事务所
还会对客户的责任进行保险。

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费往往会比个人执业律师的服务费更低。律师事务所积累了丰
富的类似项目经验，有一定的技术，事务所还可以向客户推荐平衡团队，按照复
杂程度和所需的专业资质，在律师中分配工作。

联系事务所：这是一种保证，优异的性价比使得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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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为什么是 Pepeliaev Group？

关于我事务所

Pepeliaev Group是俄罗斯领头的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2年1月10日。

我们的资源：18位合伙人，180多名律师，均是是法律领域中认可的专家。

我们的办公室：莫斯科市、圣彼得堡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南萨
哈林斯克（与Russin & Vecchi联合）。

服务地理：俄罗斯整个地区、独联体，由于全球120个国家有200多家国际合作伙
伴，在国外也代表客户利益。

Pepeliaev Group：TerraLex国际律师事务所联盟成员，该联盟的成员来自100多个
国家160多家领头的律师事务所。服务旨在支持全世界工作质量和客户服务的高标
准。

Pepeliaev Group在俄罗斯提供国际网Taxand，该网联合了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
的领先税务顾问、独立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网络的税务专家包括300多位合伙人和
2000名顾问，他们研究税收的细节，也研究更广泛的战略规划问题，使他们的客户
降低风险，管理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绩效。

合作优势
• Pepeliaev Group是知名品牌。由于多年经验、成功项目和团队专业化荣获了

30多项法律业务方面的国际奖项和奖金。Pepeliaev Group是如Chambers and 
Partners, Legal500, PLC Which Lawyer, IFLR, World Tax 等律师事务所独立
国际排名的领头羊。

• Pepeliaev Group：国际权威出版物The Lawyer将它评为俄罗斯和独联体最佳
的律师事务所：

• 客户和同行律师认为，按照Право.ru 300排名资料，Pepeliaev Group在
律师事务所市场上的声誉最佳。

• 我们有效捍卫了客户的利益：各种司法机构的胜诉率为96%。

• 我公司有俄罗斯领先法律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通过层层选拔并证明了自己符合
高专业要求。我公司多名律师都是法学副博士，他们积极参加教学活动和俄罗
斯领先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委员会，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 在Pepeliaev Group律师的参与下，制定了50多项法律和修订案。包括：税法
修订、民法修订、土地法、知识产权、海关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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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实践：全面的法律支持
公司重要的实践：税法和税务争议；企业法；商业法/并购；垄断监管；不动产
和建筑；海关法和外贸监管；争议解决和调节；知识产权和商标；劳动法和移民
法；贸易的行政和刑事保护；重组和破产；投资项目的法律随同。

行业专业化：电信、制药和卫生、石油天然气工业、海上项目和船舶修理作业、
冶金和开采业，零售、日用品生产，交通和航空。

客户和项目
• Pepeliaev Group的定期客户有1500多家公司，其中60%都是在俄罗斯境内

开展长期投资的国际集团。

• 公司属于第一批最先为俄罗斯投资项目提供综合法律援助的公司。在此期
间，我们积累了开展最复杂国际项目整个阶段中代表大型国际公司的独特实
践经验。这些经验的基础来自深刻了解俄罗斯法律现状、发生在俄罗斯和世
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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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123610，莫斯科市，
国际贸易中心-II，塔甘卡－紅普列
斯妮娅街12号，7入口，15楼
E- mail: info@pgplaw.ru
 
电话： +7 (495) 967 00 07
传真： +7 (495) 967 00 08

俄罗斯，191015，圣彼得堡市，什
巴列尔斯卡娅街54号“金色什巴列
尔斯卡娅”贸易中心
E-mail: spb@pgplaw.ru

电话： +7 (812) 640-60-10
传真： +7 (812) 640-60-20

俄罗斯， 660077，克拉斯诺亚尔
斯克 市，“春天”贸易中心，春天
街3a号16楼 
E-mail: krs@pgplaw.ru

电话： +7 (391) 277-73-00
传真： +7 (391) 255-07-07

联系信息
我们乐意回答您的问题和提供补充信息。

www.pgplaw.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