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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Law Firms Group简介

 台湾宏光展法律事务所／上海宏威知识产权所及上海沪威律师所（以下简称“宏威”）、

台湾德威智权事务所、台北宏光展法律事务所、台北万佳远东法律事务所及美国休士顿 LGLC

律师所，致力于成为最佳法律解决方案提供者，坚持“不求最大，但求最精、最专”的理念，

遵循“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的发展战略，专注于为高端客户提供全面的法律解决方案。

 宏威法律集团H&W Law Firms Group设立于上海，在台湾、香港、苏州、深圳、广州、美

国及德国等地有长期紧密商务律师所及知识产权合作机构。

 宏威拥有优秀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擅长处理同公司有关的多项业务，服务领域涵

盖公司日常运作的各个方面，是在该领域提供法律服务较多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之一 。近

两年，宏威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客户主要有：

台湾奇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最早期的塑料加工业者、世界上顶尖的压克力板供

应商之一）及致茂电子（台湾最大测试机上市公司）专利诉讼案件委办律师

台湾连锁餐饮品牌打假：鲜芋仙、芋贵人、胖达人、玳思琳咖啡、正豪大鸡排、森田

药妆、外交官箱包、真锅咖啡等连锁产业打假

东莞台升家具有限公司（国际化集团公司，第二届全国台企联会长企业）

上海英华达及英业达、致茂电子等上市公司申请大陆、美国等国家专利申请资助案件。

吴江华映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案件。

深圳唯冠 iPad商标争议案件及大陆 EMC商标和解案件经手律师

上海帝奥微电子有限公司（荣获“2011年度十大最具发展潜力中国 IC 设计公司”）

上海外交官箱包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所

 宏威知识产权与沪威律师事务所台灣宏光展法律事務所有双重资治，符合国家管理要求。

 宏威/沪威独特的专业化和团队合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每一个专门的法律领域都有熟谙

该领域法律和具有丰富经验的合伙人和律师及专利商标代理人。／

 宏威/沪威／宏光展与国内企业界、金融界及中国的司法部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及国内

外律师及知识产权界有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和交往联络，并同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

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知名的知识产权代理及律师事务所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

系。宏威的客户可以通过这种联系迅速获得有效的专业化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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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Law Firms Group主要优势

 团队制服务

本所由台湾及大陆、美国律师形成了由合伙人、律师、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等组成的较

为完善的梯形服务团队。为适应法律服务的要求，本所指派一位牵头律师（合伙人），由一位

台湾法律所联络窗口作为质量控制负责人。本所律师及专利代理人根据专业分工，确保知识

产权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风险管控体系构建

与一般的知识产权法律顾问服务不同，本所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风险管控体系。从制度、流程

及表单全方位的为贵司建立风险管控体系。在日常的法律服务之中，通过贵司内部的知识产

权法律风险管控体系降低公司运行中的法律风险。

 全方位服务

一般的知识产权及法律顾问更多的集中在公司日常事宜咨询及合同的起草、修改及单纯知识

产权申请等方面。本所除了能够满足一般企业的要求及知识产权服务外，更涉及到其他与公

司运营相关的税务、融资、公司治理等多方面，能够为贵司提供更为全面的法律保护及规划。

 知识产权专长

本所长期从事有关知识产权案件代理，谙熟案件各阶段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案件类型涉及知

识产权案件的各个方面。对于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能够及早发现，先期处理。同时，通过本

所的知识产权规划，建立贵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商务诉讼及资源整合

本所整合客户资源，将不同产业客户资源结合，建立法律顾问体系，处理经济纠纷、劳动合

同、工商登记、境外公司设立、及筹资融资服务等。将商务事项融入法律元素，节省公司设

立法律部门的时间与沟通，目前处理多加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到连锁产业的客户。

本所长期从事有关知识产权案件代理，谙熟案件各阶段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案件类型涉及知

识产权案件的各个方面。对于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能够及早发现，先期处理。同时，通过本

所的知识产权规划，建立贵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选择“宏威”法律集团，贵司不仅能够获得法律顾问团队所提供的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

更能够在知识产权、金融、税务等企业运营中所涉及多方面获得更为全面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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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Law Firms Group的服务内容

本所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并非仅仅只是解答公司的日常咨询，更需要通过主动的制度建设为

公司形成一套切实有效的法律风险内控体系。

经营合同签约与管理体系

规范贵司对于供应商、场地、对外推广等就有关合同的事前审查、合同修改及合同履行的一

整套管理体系。通过设置相应的流程，分散合同中的法律风险。避免合同签订时的仓促性及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随意性。

人事制度管理体系

帮助公司制定从员工入职至离职的一整套管理体系。对于用工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劳动争议

进行事前预防并就人事异动准备相应的预案。通过公司人事制度管理体系的建立，减少公司

劳动人事争议的发生数量并增加公司用工的自主性，避免群体性劳动争议的产生。

公司治理法务体系及公司境外到境内组织架构

将公司的日常管理从以人为主变更为以制度为主的管理方式。通过公司治理法务体系的建立，

引入规范公司的运行体系。避免由于“一人、一事”的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巨大的影响。另

外由于连锁企业公司设立到连锁分店许可证及卫生许可证的处理与法律意见。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梳理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及时弥补连锁经营体系中可能出现的商标品牌问题。将公司

的知识产权管理从一般的保护作用，转变为公司经营中的一个有效的策略。提升公司的产品

价值，切实维护公司的无形资产。进而增加品牌价值及省著名商标及驰名商标。

案件诉讼管理体系

诉讼案件的出现是公司管理漏洞的一个明显特征。通过案件诉讼管理体系除了能够更加有效

得处理具体案件外，还能够及时弥补已经发现的管理漏洞，实现及时止损的法律效果。

通过上述五大体系的建立，相信贵司在今后的市场中能够更加专注于商业领域而避免后顾之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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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Law Firms Group的上海所团队成员

如贵司聘请本所为贵公司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我们将充分利用本所的优势，结合贵公司的具

体情况和本所律师的专长，组成一流的律师团队为贵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麦世宏 合伙人/总经理

 业务范围（连锁经营法律及知识产权事务）

1997年从事公司内部法律顾问工作至今。

以知识产权申请及诉讼等国内外业务，先后参与或代理了多起国内商标及专利侵权案

件，并曾任职香港上市公司法务长，对于国外专利授权及债务及股权纠纷法律业务领域具有

实务经验。现担任科技企业法律顾问，并处理两岸三地及美国知识产权法律业务。

白海珠 合伙人/律师

 业务范围（知识产权事务）

处理相关专利、商标及版权侵权诉讼，善于制定法律策略，对于风险掌控有丰富经

验，可以针对目前的法律体制，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李波 合伙人/律师

 业务范围（投融资类以及风险管理类事务）

在 10年的律师职业生涯中，为诸多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过法律服务，先后为中国四

大资产管理公司、华龙证券、淡马锡、中投汇富等银行及投资机构提供投融资及风险管理等

法律服务。

袁辉 合伙人/专利代理

 业务范围（专利代理人）

5年工作经验，勤奋工作讲效率，创新发展出业绩。主要专长企业、事业、行政机关管理工

作，业务涉及科技、经济和法律等领域，擅长连锁经营专利及品牌架构研发和创新的组织和

管理，企业专利保护体系规划和建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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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Law Firms Group的台灣所团队成员

台北律師所：

程光仪律師，前弘鼎法律事務所律師，處理上市公司公司債及現金增資等法律案件，並處理

各類民刑事訴訟案件。現為宏光展法律事務所負責人，自 1991年執業至今。

經手案例：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定穎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輔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菘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嘉澤端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志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弘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勝德國際研發股份有限公司、西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聚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磊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洋應

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建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世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上市櫃公司之律師。

台北知識產權所：

俞伯璋律師，現任德威智權法律顧問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私立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系

現職：

法律扶助基金會-勞資爭議專案訴訟律師、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諮詢律師、財政部北區國稅

局-智權法律顧問、台北市政府-法律諮詢律師、台北律師公會-專利商標委員會委員、大陸事

務委員會委員、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會法委員會委員

深圳/上海所：

麥世宏 法學碩士 律師 曾任群光電子、微新科技、英華達科技（Inventec）及唯冠科技深圳

法務主管，現任：深圳法博智慧財產權及上海宏威知識產權所／沪威律师所負責人。

案例：奇美實業與凹凸科技武漢專利侵權案件，和碩與聯想專利侵權、及 iPad商標案件代表

深圳唯冠（律师团）與蘋果 6000萬美金和解，此为目前全球最高金额的商标侵权赔偿案件，

上海沃迪機械與達程、順儀公司專利侵權案件等。

除了宏光展法律事務所處理台灣法律事務，目前深圳法博及上海宏威/萬宏所處理有關智慧財

產權大陸法律事務，公司己網羅全球強大的實務經驗人才組成團隊，為能在美國、中國在陸

及港澳臺持續擴大聚集兩岸法律問題服務版圖而努力，誓能鞏固其智慧財產權服務業者的領

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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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承诺

如能为贵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我们将：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以律师行业公认的服务

标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优质高效地履行法律服务义务。

 严格按本建议书投入工作小组成员，确保能尽我们最大努力维护贵司利益。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严格按照我们拟定的工作方案，保持与贵司以及合作方的良好沟通。

 运用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宏威法律集团提倡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以及客户第一

的敬业精神为贵公司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以上是我们为贵司提供专项法律服务的初步建议。对于我们的介绍和建议，如果贵司有任何

的疑问或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地方，请您按照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络。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能有

与贵司进行当面沟通的机会。我们的联系方式为：

宏威法律集团 H&W Law Firms Group

麦世宏 律师

手机：+8613632661302 /台湾+886926596893 固定电话：021-64392001

事务所布局

上海所：上海市长寿路 587 号沙田大厦 1416~1418 室

深圳所：深圳市盐田区深沙路建工大厦 1601室

苏州所：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 159 号嘉登大厦 6 楼 C 座

台北所：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 100 号 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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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件报价：

本所以小时计费，收费每年３０小时 3万元。但如全年包案，我所可先与贵司合作，小时数

可做为参考，以全年計算（包括兩岸的法律服務）。

1. 本所目前设有上海、台北、深圳、苏州及美国事务所，并在德国与日本有长期配合伙伴。

免费提供全球性战略顾问咨询。

2. 针对贵公司法律顾问之规划有五大部分

(1) 一年提供相关之法律咨询（包括劳动合同及纠纷知识产权案件、经济合同及纠纷、跨国

法律之研拟）

(2) 一年提供协助审阅跨国交易（英文）或本国（中文）合同，但如涉及合同谈判或特殊英

文合同，则收费另计。

(3) 国际诉讼案件之委任协助与提供法律资源，以顾问协议优惠价格处理。

(4) 若贵公司有需要，协助建构知识产权架构及企业内法律组织等教育训练课程。

(5) 一年提供国內外谈判与诉讼之咨询，如涉及具体谈判，则收费另计。

(6) 協助公司每年三件免费公司调查报告，並輔以鄧白氏國際徵信報告。

(7) 協助公司一年免費出具三封律師函件，其他以优惠顾问价格处理。

(8) 每季定期到访公司了解公司经营与法律案件情况

3. 具体执行方式：

(1) 签订法律顾问协议（包含中国及台湾），初步估算每年收取顾问费用，并含上述服务。实

际操作诉讼或非讼个案，则依据最优惠价格报价执行。

(2) 可协助提供驻点服务。

4. 利基点：

建构全球性之法律服务，可节省美国律师及大陆律师的连结等高额咨询费用，并能解少法务

部门成立之成本。

5、 其他：

双方可以依据个案具体协商法律服务优惠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