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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力智合伙律师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私人财
富部（亚洲）主管

欢迎订阅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出版的本
《亚洲私人财富管理指引》第四版。
与前三版本样，本指引目的在于向私人客户、营商人士和律师
提供关于区内主要私人财富管理中心的信托、遗产和遗嘱认
证等问题的概要资料。除更新第三版内所载的问题外，第四版
包括了关于各司法管辖区内是否有信托受益人（或同等人士）
的注册制度的新问题。
史密夫斐尔出版了多份泛亚洲区的指引，涵盖的范围包括金融
服务规管、反腐败和争议解决等。如欲取得这些指引或史密夫
斐尔的其他出版物的印刷本，请以电邮asia.publications@hsf.com
联络本所。

简安丽合伙律师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私人财
富部（大中华区）主管

谨希望本更新版本的指引能提供有用的资料。一如既往，本所
欢迎任何反馈意见。如有任何提议或意见，请随时联络本所。

张蔚霖律师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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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内遗嘱是否公开文件？

倘若有人申请遗产承办并将遗嘱提交遗产承办处，该遗嘱便会
成为公开文件，可供公众查阅（但须由法院控制）
（详情请见《
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
（香港法例第10章）
（下称「PAO」）
第73条）。

2.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内主要有什么正式要求，令遗
嘱或其他遗嘱处置生效？请在答案内包含关于签立
遗嘱的任何特别要求。
遗嘱必须以书面作出（多种方式均可接受，例如以钢笔或铅笔
书写、以打字机打印及机器印刷）并由立遗嘱人（“立遗嘱人”
泛指男性及女性的立遗嘱人）或立遗嘱人指定的人于立遗嘱
人在场下签署。
立遗嘱人必须在其遗嘱内签署或在两名或以上独立见证人同
时在场下确认自己的签署。
没有规定要求遗嘱必须在公证处或其他机关签立（详情请见《
遗嘱条例》（香港法例第30章）第5(1)条）。

3.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法院会在何种情况下，即使
遗嘱不符合上述的正式要求，仍会视它为正式签立
的文件（例如它符合另一司法管辖区关于签立遗嘱
的要求）？
《遗嘱条例》第5(2)条规定，任何看来是体现立遗嘱人遗愿的
文件，即使未有按照一般的正式要求订立，但只要法庭在无合
理疑问的情况下信纳该文件是体现立遗嘱人的遗愿的，则该
文件须当作已妥为签立。
另外，
《遗嘱条例》第24条订明，遗嘱的签立如符合该遗嘱签
立之地的领域所施行的本土法律，即视为正式签立。
法律对于动产和不动产有不同的对待。一般而言，关于不动产
的遗嘱是否有效签立，会按照资产所在地的法律而决定。然
而，关于动产的遗嘱是否有效签立，则会按照逝者去世当日其
居籍地的法律而决定。

4. 如何更改或撤销遗嘱及结婚和离婚对此有何影响？
遗嘱在签立后如要更改内容，一般不会有效，除非该更改由立
遗嘱人“以作出更改当时有效签立遗嘱的方式”签署作出。
立遗嘱人及任何所需的见证人如依以下规定签署，该遗嘱连同

更改的部分即当作已妥为签立：
(i) 在遗嘱上与更改处相对或接近之处的其他部分签署；或
(ii) 于述及该项更改的备忘录的末端、结尾或相对处，及在遗
嘱其他部分签署。
详情请见《遗嘱条例》第16条。
按照《遗嘱条例》第17条的规定，也可以遗嘱附件（一份短文
件，用以修改遗嘱）的方式修改遗嘱。
遗嘱只可于以下情况下撤销：
(i) 立遗嘱人缔结婚姻（除非立遗嘱人于结婚前在遗嘱内清
楚记录其意愿，说遗嘱不会因为该婚姻而撤销）；
(ii) 藉另一有效的遗嘱撤销现存的遗嘱；
(iii) 藉立遗嘱人可有效签立遗嘱的方式签立的遗嘱撤销书而
撤销；或
(iv) 由立遗嘱人，或由其他人在立遗嘱人面前并依其指示，在
立意撤销该遗嘱的情况下将该遗嘱烧毁、撕毁或以其他
方法毁灭而撤销。
关于立遗嘱人的婚姻的有效解除、废止或废除会导致遗嘱部
分撤销，即委任前配偶作为遗嘱执行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委
托会一如给前配偶的馈赠般失效，除非遗嘱内有不同的意愿
（请见《遗嘱条例》第13至15条）。

5. 海外遗嘱可否管辖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内的动产和
不动产？
根据香港法例,转让不动产受财产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管
辖。动产无论位于何处，均受逝者去世当日居籍地的法律管
辖。
香港法院在考虑遗嘱认证或遗产管理申请时通常会考虑和尊
重外地法院发出的批准或命令。

6. 在另一司法管辖区获委任的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
人会否于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内获得承认有权收集
资产？
法院承认PAO附表2内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现时有澳洲的塔斯
曼尼亚、维多利亚及南澳洲等州份，以及澳洲北部，新西兰、
新加坡、斯里兰卡及英国）的法院所发出的遗嘱认证书或遗产
管理书，并会在香港为该文件进行重新盖章。它们与香港法院
本身发出的遗嘱认证书/遗产管理书具有同等的效力和效用，

而在该等国家获委任的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因此在香港
获得承认。
而于不在PAO附表2所列的司法管辖区获委任的遗嘱执行人或
遗产管理人，须向香港法院申请，要求发出新的遗嘱认证书或
遗产管理书。

7.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有强制继承规则？

没有。香港承认全面的立遗嘱自由，但须符合关于赡养费的若
干规定（见下文第10段）。

8. 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或等同人士在何种情况下
会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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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立遗嘱遗产的管理，受益人可以申请遗产管理书。
《无
争议遗嘱认证规则》（香港法例第10A章）第21条规定了以下
的优先次序：
(i) 在生配偶或1971年10月7日之前订定的夫妾关系（例如丈夫
于元配在生时纳的二太太（或三太太等））中的在生伴
侣；
(ii) 逝者的子女包括1971年10月7日之前订定的夫妾关系内诞
生的子女或于逝者在生时去世的该子女的任何后嗣；
(iii) 逝者的父或母；然后是
(iv) 逝者的兄弟姐妹或于逝者在生时已去世的任何兄弟姐妹
的子女。

法院有酌情权决定更替遗嘱执行人/管理人。法院在行使酌情
时考虑的相关因素包括该人士是否：

按照PAO第36条规定，高等法院有权委任不在以上次序内的
人去管理遗产。

(i) 具有资格（例如有否被处监禁）；

PAO第10条规定，在遗产管理书被决定前，无立遗嘱的遗产暂
时归于遗产管理官（定义为高等法院的司法常务官）。遗产管
理官如认为合适，可以接收和管有遗产。此外，遗产管理官可
以根据PAO第16条的规定申请遗产管理书以管理该笔无遗嘱
的遗产。

(ii) 有能力履行其职责（例如有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或
(iii) 不适合担任该职务（例如未能提供全面而正确的帐目或者
在没有充分理由下延迟分派款项）。
另外，遗嘱认证书或遗产管理书如在不应获得批准的情况下
批出（例如技术原因）也可撤销。

11. 如遗嘱有效，认为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不足的人是否
可以提出申索？

关于进一步详情请见PAO第33条（特别是第33(3)条）以及《香
港民事诉讼程序2012》(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12)第
D3/33/1段。

可以。不满的有关各方只要符合《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
人）条例》（香港法例第481章）
（下称「I(PFD)O」）便可。潜在
的申请人包括立遗嘱人的经济受养人例如立遗嘱人的配偶、前
配偶（没有再婚，并且在立遗嘱人去世前由立遗嘱人供养）、父
母、子女及/或其他亲属（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提出申索（见
I(PFD)O 第3条）。

9. 除因为不符合正式要求外，还有什么情况可以对遗
嘱提出质疑？
如果立遗嘱人有以下情况，其遗嘱便属无效：
(i) 不知道或未曾批核该遗嘱的内容；或
(ii) 不具备作出该遗嘱所需的精神能力（称为「立遗嘱的精神
能力」）。
立遗嘱人立遗嘱的精神能力乃按Banks v. Goodfellow [1870] LR
5 QB 549案（香港适用）内订立的四项测试而决定。立遗嘱人
必须明白首三项内容，而第四项必不可以适用于该人士：
(i)

该人士签的文件的性质和效力（即该文件会在他去世后
生效，并且管辖其资产，以及它对该等资产具有的效力）；

12.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有继承税（或任何相等的
税费例如印花税）？
没有。相关税项已于2006年2月11日废除。

13.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承认信托或者以其他方式
将法律上的拥有权与实益拥有权分离？
是。

14.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适用于信托的法律及信托
的承认的《海牙公约》的签署国？

(ii) 该人士的资产的性质和范围（广义而言，并非详列每一分
一毫）；

是。

(iii) 有对其遗产提出“道义申索”的人（即他可以理智预期作
为他的受益人的人）；及

15.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专业遗产执行人或受托人（
或同等人士）是否需要领牌？

(iv) “……精神失常不应损害立遗嘱人的感情、妨碍他人士的
善恶之分或防止他行使自然能力”。

是，新的信托公司和公司服务提供者（「服务商」）发牌制度根
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Cap 615）
（「打击洗钱
条例」）在2018年3月1号开始实施。根据新的发牌制度，服务
商如果需要在香港提供信托和公司服务，需要向公司注册处
处长（「处长」）申请牌照，并且满足「适当人选」测试。服务提
供者也必须遵守打击洗钱条例附表2中的法定尽职调查和记
录保存要求。

欺诈、伪造或不当影响等情况也可使遗嘱无效。伪造的例子如
某人书写另一人的遗嘱并且仿冒其签署。逝者的遗嘱必须是“
出于他本身意愿的产物，不是其他人的记录”。否则，法院或
会裁定该遗嘱是因不当影响而取得。

10. 如某人去世但生前没有订立遗嘱，其资产应如何管
理和分配？
继承法受《无遗嘱者遗产条例》（香港法例第73章管辖）
（下
称“IEO”）管辖。IEO内有就给亲属的资产分配作出规定，首先
是指定的亲属（例如配偶、子女、父母等），然后是近亲（例如
祖父母和祖父母的后裔）。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待遇相
同。IEO第4条内有就各种不同的情况作出说明。

在新的发牌制度下，处长有权批给、拒绝批给、续期、暂停或
撤销牌照，或施加和更改牌照的附加条件。服务商牌照有效期
通常为三年。如果有任何人要成为服务持牌人的最终拥有人、
合伙人或董事，服务持牌人需提前取得处长的批准。服务持牌
人曾经在申请牌照或申请拍照续期时提供给处长的资料如果
有任何改变，应该在一个月内通知处长。服务持牌人如果打算
在香港停止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要在打算停止服务日之
前通知处长该计划和打算停止服务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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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3月1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在香港经营信
托或公司服务业务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被罚款港币100,000
元和监禁6个月（取决于过渡安排）。

限制因为自己故意的不当行为或“鲁莽行为”而造成的责任。
现在的讨论意见提议将“鲁莽行为”的范围定于“疏忽”与“
故意不当行为”之间。

再者，若干种投资顾问活动或需受托人（即信托公司）取得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牌照。此类信托公司一经按照《受
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29章）
（下称「受托人条例」）第VIII
部的规定进行登记，便（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获豁免领取关于以下活动的牌照：

19. 如果受托人需要提出或辩护诉讼，他如何可以保护
自己？

(i) 第1类（证券交易）；
(ii) 第4类（就证券提供意见）；
(iii) 第5类（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
(iv) 第6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及
(v) 第9类（提供资产管理）。

16. 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中受托人（或同等人士）有什么
责任？
香港没有法定的谨慎责任，因此受托人的责任在香港受普通
法管辖。一般原则是有的，但实际的责任须按具体的信托并参
照设定该信托的文书的条款而定。这些条款可以变更甚或废
止受托人的一般责任（真诚责任除外）。

如果受托人欲进行诉讼（不论是辩护或提诉），该人士可通过
提出Beddoe申请的方式，向法院申请要求裁定采取该行动是否
适当。
该项申请容许受托人保障自己，不受该人士作为受托人或遗嘱
执行人向受益人提出的诉讼进行期间或因为该诉讼而产生的
任何费用所影响。虽然受托人有权自信托基金中获赔偿该人士
恰当产生的费用，但永远都有风险，这些费用被认为不是恰当
产生的。该申请容许受托人要求法院颁令授权他继续进行诉
讼，并自信托基金中获得赔偿该人士在诉讼内须要向对方支付
的任何费用。

20. 如果某人失去行为能力，你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内有
什么制度处理，例如监护委员会？
如果有人失去行为能力，可以向监护委员会（按照《精神健康
条例》（香港法例第136章）IVB部的规定运营的独立法团）提
出申请，要求委任监护人。

一些一般责任包括（每项责任也有若干例外情况）：

如果符合以下条件，便会委任监护人：

••谨慎责任；

••有关人士精神紊乱或属弱智，其性质或程度足以让该人士

••取得信托财产的责任；
••为信托财产投保的责任；
••忠诚责任；
••保存帐目并提供资料的责任；

接受监护；

••该精神紊乱或弱智限制了该人士就所有或大部分与该人士

个人有关的事情作出合理决定的能力；

••该人士的特殊需要只可由监护人满足或处理，并在当时情况

下没有其他较低程度的限制或者入侵方式可供选择；及

••考虑关于行使权力（即处置权力）的建议可能对受益人和信

••此举对于该人士的福祉或者保障其他人有益。

••对各受益人一视同仁的责任 。

21. 贵国有否规定任何具体的慈善机构形式？若无，慈
善机构通常采用何种法律形式？

17. 受托人（或同等人士）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撤职？
除信托契据内订立的明确撤职条文外，香港跟随英格兰和威
尔斯的立场，即法院为了受益人的福利可以撤除受托人的职
务。此举的根据是受托人的作为或不作为：

香港没有具体的慈善机构形式。然而，大部分慈善机构均采用
目的信托的形式。但香港一般并不容许设立目的信托，只有少
数例外，而慈善目的就是主要的例外情况。慈善机构都必须落
入以下四个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类别：

••危害信托财产或欠缺诚实；

•••扶贫；

••显示受托人没有恰当的身份或合理的忠诚以执行其职务；

•••促进宗教；

托基金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及

及/或

•••促进教育 ；或

••实际上防止信托得到适当执行。

•••其他对社区有益的目的。

此外，有法定的权力替换受托人，包括具体规定于受托人有下
列情况时的替换：

或者，香港的慈善机构可以采用非法团组织或担保有限公司
的形式。

••去世；
••离开香港超过12个月；
••被判处监禁；及/或
••无精神能力担任受托人。

18. 受托人可在什么情况下限定其于信托契据下的责任？
信托契据内的免责条款可以有效免除受托人所有各种违反信
托的责任，惟因欺诈导致的除外。
香港现正考虑更新其《受托人条例》，而最近期的咨询文件显
示，适用于专业受托人的免责条款将受限制，使受托人不可以

22. 被认定为慈善机构有何益处？
获香港税务局认可为慈善机构或公共信托的媒介按照《税务
条例》（第112章）第88条规定可获税务豁免。
个人方面，他们给上述享有税务豁免的慈善机构的现金捐款也
可获得税务扣减。关于个人的最高扣减金额上限为其应课税
入息的35%。

23. 登记慈善机构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香港基本没有规定慈善机构须要注册。然而，如要取得税务豁
免（见上文）便必须注册。如有慈善机构欲进行若干项筹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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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出售采票或向公众筹款，须得到社会福利署和民政事务
局的授权。

26. 是否有制度可以允许指定一名代理人在赠与人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后继续代其行事？

24. 贵国对于慈善机构有哪些规范要求？

是，但只就财产而言。无精神行为能力的赠与人可以通过持久
授权书指定代理人。即使赠与人其后丧失行为能力，代理委托
仍然继续有效。这与正常授权书不同，正常授权书在赠与人丧
失行为能力后将自动终止。

没有单一的监管机构负责规管香港的慈善机构。然而，有几个
机构有责任规管慈善机构：
•••税务局没有义务监控慈善机构但可以审查任何成功申请税

务豁免的慈善机构的记录，以检查该组织是否仍然属于慈
善机构及其活动是否符合其目的；

•••公司注册处要求提交年报，其中须载有采用公司形式的慈

善机构的特定详情；

•••香港的律政司司长扮演慈善机构保护者的角色，并必须在

所有关于强制执行慈善或公共信托的诉讼中加入作为一方。
如有违反慈善信托或有慈善机构管理不善的情况，律政司
司长也可向法院申请要求给予济助；及

•••假如慈善机构履行其许可范围以外的工作，还可能涉及其

他相关部门（举例说，如该慈机构善涉及教育或卫生服务，
会涉及教育局或卫生署）。

25. 生前赠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
可以以之取消生前馈赠的一些主要方式如下：
••赠与人缺乏赠与的行为能力。根据Re Beaney [1978] 1 WLR

770一案阐明的原则，问题在于赠与人作出赠与时是否有能
力理解其所作的赠与。所需的理解程度或范围视乎交易的情
况而定。举例说，假如标的事项和赠与的价值就赠与人的其
他资产而言属于微不足道，所需的理解程度便较低。然而，
假如赠与是赠与人唯一的重大资产，则所需的理解程度便如
订立遗嘱所需的一样。

••赠与因为实际或假设的不当影响而作出。当除赠与人以外的

人向赠与人施加压力要其作出赠与，便出现实际的不当影
响。因为赠与人和对方（例如客户与律师）的关系性质而作
出赠与会出现假设的不当影响。据称施加影响的人可以对该
项假设提出反驳。

••赠与是不公平的交易。赠与人必定处于无行为能力或不利（

例如贫穷或缺乏教育）的情况。交易对于赠与人而言必定是
过分及造成压迫的。最后，受赠人必须因为赠与人的无行为
能力或不利情况而在受赠时得利。

假如以上任何一个理由适用，该赠与便属可予作废而非作废。
法院可以（但无须要）将之取消。举例说，假如受赠人倚赖该
赠与而改变立场（称为关于改变立场的辩护理由），法院可以
拒绝取消该生前赠与。受赠人也可提出关于时限的辩护理由，
包括衡平法上的行使权利方面的疏忽延误的辩护理由，以防止
取消赠与。
在破产的情况下，假如债务人在破产呈请提出前五年内曾作出
赠与，破产受托人可向法院申请要求颁令还原，使之与债务人
没有作出该赠与一样。假如赠与是在破产呈请提出之前超过两
年但不足五年作出的，受托人必须确立，债务人在作出赠与时
是否无力偿债，或是债务人是否因为作出赠与而结果成为无力
偿债。假如赠与是向债务人的「联系人」
（例如债务人的配偶
或亲属）作出的，便假设有此情况（但可以提出相反证据以反
驳之）。假如赠与是在破产呈请提出之前两年内作出的，则该
赠与可予废除，而无须证明债务人在作出赠与时是否无力偿债
或债务人是否因为作出赠与而结果成为无力偿债。

持久授权书制度受《持久授权书条例》（第501章）管辖。该条
例设定若干手续，赠与人必须符合这些手续以签立有效的持
久授权书：
••授权书必须按规定格式签立。
••赠与人和代理人两者签署持久授权书必须经过见证。赠与人

不能作为代理人的见证人。赠与人必须在医生和律师两者面
前签署（不需要同一时间，但两者相隔不得超过28天）。医
生必须证明赠与人有精神行为能力签立持久授权书。律师则
必须证明赠与人看来有精神行为能力。

••赠与人必须说明该持久授权书涵盖的行为和财产。
••捐赠人可以指定超过一名代理人共同或各别行事。

一旦代理人有理由相信赠与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代理人必须
向法院申请登记该持久授权书。持久授权书登记后，代理人方
才有权处理赠与人的资产。唯一的例外情况是作出申请至批准
登记期间，代理人可使用赠与人的资产作为赠与人的和财务上
倚赖赠与人供养的任何其他人的生活费。

27.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内是否有备存信托受益人（或同
等人士）的注册制度？
香港没有制度登记信托受益人。
然而，为了提升法团实益拥有权的透明度，要求公司备存重要
控制人登记册的新规定在2018年3月份实施。新规定要求在香
港成立的公司保存和随时更新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以识别并
确认公司实益拥有权。登记册应该随时按照执法人员的要求
供他们查阅。
如果有人符合以下任何条件，他就会被视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
••他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的25%或以上已发行股份或投票

权；或如果该公司没有股本，他拥有分摊该公司25%以上资
本过分享该公司25%以上利润的权利；

••他直接或间接拥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其中过半数董

事的权利；

••他有权行使，或实际上行使了对该公司的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权；或

••他有权行使，或实际上行使了对不是法人的信托受托人或商

号的重大影响力或控制权。而就该公司而言，该信托受托人
或商号符合了上述条件的任何一条。

如果有信托在公司里持有股份，该信托的受托人很可能被视
为重要控制人。该信托的委托人或受益人如果有定期参与该
信托的营运，可能会被是视为对该信托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因
此被视为重要控制人。例如如果受益人有权担当该信托的投
资顾问，他很可能被视为对该信托发挥了重大影响力。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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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私人财富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
简安丽合伙律师(Joanna Caen)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5号告罗士打大厦23楼
电话 +852 2845 6639
传真 +852 2845 9099
joanna.caen@hsf.com
网址 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在全
球各地包括欧洲和亚洲均设有办公室。该所于1982年在
香港设立其于亚洲的首间办公室。该办公室是史密夫斐
尔律师事务所在英国以外最大的独立办公室，是该所的
区域总所，协调亚洲区各办公室包括曼谷办公室、北京代
表处、上海代表处、新加坡办公室、东京办公室以及雅加
达联营办事处等的事务。时至今日，香港办公室有超过
200名职员，其中一百多名为律师及专业法律人员。
该办公室扎根香港，其于香港商业及金融界的脉络使它
成为本地的全方位商业律师事务所。除主要的业务范围
例如企业融资、能源项目、银行及财务等外，该所在争议
解决方面的声誉在区内可算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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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各联络人

曼谷

上海
唐汉洁
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86 21 2322 2160
helen.tang@hsf.com

Chinnawat Thongpakdee
管理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66 2 857 3829
chinnawat.thongpakdee@hsf.com

北京

首尔
费佳
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86 10 6535 5080
jessica.fei@hsf.com

香港

Mike McClure
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82 2 6321 5701
mike.mcclure@hsf.com

新加坡
简安丽
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852 2101 4167
joanna.caen@hsf.com

Alastair Henderson
管理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65 6868 8058
alastair.henderson@hsf.com

唐明士
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852 2101 4025
gareth.thomas@hsf.com

Emmanuel Chua
高级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65 6868 8027
emmanuel.chua@hsf.com

雅加达

东京
Hiswara Bunjamin & Tandjung*
Tjahjadi Bunjamin
合伙律师
企业事务部
电话 +62 21 574 4010
tjahjadi.bunjamin@hbtlaw.com
*联系办事处

伦敦
Richard Norridge
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44 20 7466 2686
richard.norridge@hsf.com
Tom Leech QC
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44 20 7466 2736
tom.leech@hsf.com

David Gilmore
管理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81 3 5412 5415
david.gilmore@hsf.com

吉隆坡
Peter Godwin
亚洲区业务主管，合伙律师
争议解决部
电话 +60 3 2777 5104
peter.godwin@hs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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