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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律师使我们在众多律师事务所中独树一帜。从独立客户服务调查到法定评级组织（如美国最佳律师® 和钱伯斯美国）再到我们在美国
大学中的评议员，都一致认定，我们获得认可的律师占比和相对数目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的办事处遍布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从华盛顿
特区到达拉斯）。

满足客户的期望

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是我们事务所的核心价值观和整体长期战略计划的核心。我们的持续目标是超越客户期望，使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在服务
领域脱颖而出，提供最高质量的卓越法律指导。我们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以便更好地了解客户的期望以及他们对卓越服务的定义。

国际、国家及地区经验

在 Bradley，我们具有处理棘手法律问题的经验，涉及各行各业。我们应对这些挑战时，始终关注客户的最佳利益，帮助他们找到最高效且有效 
的法律解决方案以满足他们的业务需求。

我们的律师具有全美及世界各地司法管辖区的丰富司法经验。我们理解我们客户的业务成功正面临威胁，因此，我们会让客户知道，他们的重要 
事务会由经验最丰富的律师处理，使他们安心无忧。我们汇集在各类国际、国家和区域地点处理诉讼事务的经验，提供旨在保持客户竞争力
和市场优势的创新战略法律咨询服务。

不论我们的事务律师是帮助客户购买房地产、募款、遵循法规要求、获得及捍卫知识产权、合并或分拆业务还是进入新市场。我们通常采用跨
学科方法，组建由专长于不同领域的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评估各个方面，提供专为客户需求定制的综合解决方案。我们的办事处遍布
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从华盛顿特区到达拉斯）。

为何选择 Bradley

94 名律师列入钱伯斯美国 2019 版

4 名律师曾在美国高等法院任职

252 名律师入选美国最佳律师® 
2020 版

42 名律师被选为美国大学评议员

优质
团队

最高 
声誉

我们的律师获得全国认可， 
可担任众多行业客户的国家、 

地区及州顾问。



国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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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 是具有全球视角的国家律师事务所。我们的事务所拥有超过 500 名律师，服务于众多知名的国际、国家及区域公司、新兴企业和 
个人。我们的各地办事处战略性覆盖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德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地理覆盖广泛，
可最大限度地适应我们客户的需求。我们的律师获得全国认可，可担任众多行业客户的国际、国家、地区及州顾问。客户信赖我们的创新法律
服务，这些服务体现出我们对其业务目标的深刻了解。

在六大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设有 10 个办事处

• 连续 10 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名列前茅

• 2020 年和 2018 年被最佳律师/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最佳律师事务所评为美国建筑法 
“年度律师事务所”

美国最佳律师®
• 所有办事处中，共有 252 名律师入选美国最佳律师® 2020 版

钱伯斯美国：美国领先商业律师
• 所有办事处中，共有 94 名律师入选钱伯斯美国 2019 版

美国高等法院职员
• 4 名律师（Lee Bentley、Rob Couch、Wayne Drinkwater 和 Matt Lembke）曾任职于美国高等法院， 

数十名律师曾担任全国其他联邦及州上诉法院的法官助手

《福布斯》杂志
• 被评为“2019 年美国顶级公司法事务所”和最受房地产法律推荐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在 2008-2019 年美国领先的诉讼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基准指南中被评为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 
和田纳西州领先诉讼事务所中高度推荐的事务所。被评为 2018 年度东南最佳律师事务所。

美国大学
• 42 名律师获得美国大学认可

•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 德州达拉斯
• 德州休斯敦

• 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
• 密西西比州杰克逊
•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
• 田纳西州那什维尔

• 佛罗里达州坦帕市
• 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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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律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佳律师事务所”

Bradley 的律师帮助客户满足美国境内和国际的法律需求。
*我们的律师曾代表客户的州和国家/地区 



区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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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 的各地办事处战略性覆盖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可为各地有需求的客户随时提供经济且及时的服务。

重点服务东南地区
Bradley 的办事处战略性覆盖整个
东南地区，在该区域拥有许多经验
丰富的执业律师。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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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每个州获得执业牌照的律师人数

如欲了解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bradley.com

获得在 30 多个州执业的牌照
Bradley 的律师已获得在大部分州的执业
牌照，因此，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可担任全国
客户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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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 国际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为客户提供各种跨境事务的法律咨询服务。我们也与开展美国境外业务的美国境内客户以及在美国
开展业务或与在境外开展业务之美国机构合作的美国境外客户合作。

我们的法律团队从各类行业汲取丰富经验，拓展客户在公司结构和运营、国际诉讼和仲裁、监管合规和调查以及知识产权注册和保护方面的
业务机会。

我们的律师在帮助客户为地址设在美国的外国公司获得数百万美元经济发展奖励方面也有着骄人业绩。一旦与公司达成合作，Bradley 有能
力以卓越效率支持其全方位的企业需求，在众多市场中提供实际经验。Bradley 的各地办事处战略性覆盖哥伦比亚特区、伯明翰、纳什维尔、 
休斯顿、夏洛特、亨茨维尔、杰克逊和坦帕，能够在美国这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提供熟悉当地司法环境的资源。

对于计划增加或进军国际市场的美国客户，Bradley 提供进行美国境外投资和资源分配之前要注意的国外法律注意事项相关的初步分析和 
建议。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在建筑等多个领域于美国名列前茅，在帮助客户成功完成美国境外项目方面成绩斐然。

我们在美国境外公司收购美国境内公司（或美国境内公司收购美国境外公司）、重大国际仲裁、美国境内境外人事问题、进出口问题以及寻求
与美国政府合作的美国境外公司（包括机密事务和涉及美国军方的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尤其丰富。

国际和跨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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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 通过了解和评估市场和企业，识别风险和机会，并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提供深入、切实可行的战略，从而为企业客户提供建议。无论企业客
户是初创公司还是大型知名企业，我们的律师都可以提出并确定企业结构，与股权和债务提供商洽谈交易融资事宜，或进行关键交易谈判。

我们素以凭借法律经验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来创造价值而著称。因此，我们受国家认可的执业法团可为各行业的客户提供指导和建议。我们与新
兴公司、家族企业和封闭型企业、公开上市公司以及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基金及其运营公司开展合作。对不断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关注，以及对行业
和市场趋势的了解，使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客户在其发展业务时提供他们所需的策略优势。

我们还与其他执业领域的资深律师开展合作，他们能够提供各类行业的重要且深入的知识。我们的合伙人可为客户提供税务、医疗保健、经济发展、
破产和重整以及诉讼等执业领域的法律咨询服务。无论何种行业或商业模式，我们的创新解决方案都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实现最佳结果。

并购
我们的并购律师在各种交易中为客户提供法律咨询，包括股票和资产买卖；

资产剥离；资产分拆；换股发行；代表权争夺；合资经营和战略联盟。我们

凭借丰富的知识和洞察力，确保高效提供解决方案，应对最复杂的问题。

资本市场及企业融资
Bradley 资本市场和企业融资团队为客户提供各类资本市场交易方面的建

议。除了证券产品的监管和交易方面，我们的律师还为借贷双方代理复杂

的债务融资。

新兴成长型公司
专长于不同领域的  Bradley 律师团队 致力于维护新兴成长型公司的独特

利益。我们与新兴公司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最初成立到成功销售或首

次公开募股）进行合作，为他们日常面临的法律和业务难题提供创新解决 

方案。

私营企业
私营公司在其整个业务 生命周期都要依赖  Bradley 提供的成熟法律咨询

服务。我们提供各类定制服务以满足不同客户的独特需求，涵盖从业务运

营和交易到融资和继任规划等方面。借助一体式综合方法，我们的团队基

于其行业 经验 和战 略洞察力提 供创 新 法 律 解决 方案，以 解决客户的日常 

难题。

私募股权
作为美国东南部规模最大和资历最深的律师事务所之一，Bradley 的企业和

证券团队因其在投资周期的所有阶段成功代理中端市场私募股权和夹层基

金而声名远播。客户依赖我们在资金形成、平台收购、附加收购、融资、股

息资本重组和退出交易方面提供建议，我们通常还会在面向战略买家的销

售、保荐人对保荐人交易和资本市场交易方面提供法律咨询。

上市公司
Bradley 上市公司咨询团队的律师为上市公司以及立志要上市的公司就影响

其在公开市场运营的事务提供咨询。我们的团队为客户提供关于涉及证券

法和企业治理实践的合规方面的法律建议，并定期为客户提供债务和股权

资本市场交易方面的帮助。

公共财政
Bradley 的公共财政律师定期担任债券顾问，服务范畴包括一般债务债券、

医院收入债券、特别税债务、公用事业收入债务、工业发展债券和许多其他

类型的结构性债务交易。我们在初级和二级市场交易中担任核保人顾问、

披露顾问以及信用证和其他信用增级工具发行人的顾问，谈判和起草开发

和相关协议，以实施大型综合商业项目、多户住宅和酒店项目、医疗设施、

工业发展设施和其他增加税收项目。

证券监管与公司治理
Bradley 证券监管和公司治理团队为上市和私营公司的管理层、董事会和董

事委员会提供处理证券法和公司治理的复杂问题方面的建议。在联邦和州

证券监管、资本交易、董事会治理和股东参与的最新发展方面，我们的律师

保持着领先地位，并将我们的知识应用于不同行业的各类公司。

风险投资
Bradley 为风险投资者和新兴成长型公司代理全美市场的高额风险融资，对

最新的风险投资条款、新兴趋势、最佳实践和交易结构有深入了解。我们的

律师就投资理念和策略向客户提供建议，包括目标行业和投资阶段、交易机

会挖掘、法律和金融尽职调查实践以及投资结构和条款。

公司与证券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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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佳律师® 基于以下原因将 Bradley 评为全国顶级经济发展律师事务所：我们可在经济发展领域执业的律师人数超过任何其他律师事务
所。凭借该种深度和广度，我们通过多领域创新型主动方法在美国各地为公司代理项目。

我们通常会协助客户的选址团队确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激励措施，为客户在新项目或扩展的诸多方面提供建议，包括房地产、税务、政府、规划
和分区、环境、许可、融资、劳工以及施工事务。

我们的工作范围

(Rev. 05/2019)

我们的经济发展团队曾负责 Tesla Gigafactory 和 Volkswagen（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扩张，这两个项目被《选址》杂志评为“2015 年北美十大 
商业交易”。

Bradley 律师通常会协助配送中心、医疗保健、企业搬迁、制造和零售项目的选址和激励规划。

我们的部分客户包括：

REA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eam has worked on projects in 

31 states.

排名

在美国经济发展法执业领域
排名第一，8 名律师入选

          2020 版

这些项目共计投资超过 250 亿美元，
创造了超过 30,000 个就业岗位 

*不包括亚马逊第二总部

影响

经验

在 31 个州代理的项目共计积累了 
200 多年司法经验  

美国最佳律师

Bradley 的经济发展团队已在 31 个州开展了项目。

• Academy Sports

• 亚马逊

• 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

• 田纳西州马丁

• Community Health Systems 

• Home Depot USA

• Jackson National Life 

• Louisiana Pacific

• Lowe’s Companies

• Rex Lumber

• Shipt

• Tesla 

• 蒙哥马利县工业发展委员会

• 田纳西州库克维尔工业发展委员会

• Toyota Motor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 Volkswagen Group of America



Bradley Arant Boult Cummings LLP bradley.com

对许多公司来说，其最宝贵的资产就是知识产权。Bradley 的知识产权实践小组具有保护和捍卫客户宝贵知识产权所需的成熟技能和坚韧精
神。20 多名执业专利律师提供全面服务，以保护各行业的企业知识产权并严格执行相关法规。

我们通过收购商标、版权和专利来帮助企业维持其关键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我们还针对商业机密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事务提供法律
咨询。为了帮助我们的客户借助知识产权资产获得最大价值，我们就知识产权开发、特许经营和商业化方面提供全面法律咨询服务。

我们的知识产权团队

• Bradley 知识产权团队包括 68 名律师，其中 24 名为注册专利律师。

• 在 2020 版美国最佳律师® 评选中，我们团队在知识产权和竞争行为诉讼法类别有 45 人入选。

• 钱伯斯美国因 Bradley 在 2018-2019 年田纳西州的知识产权覆盖范围将 Bradley 评为“领先事务所”

• 我们的专利诉讼团队为全美各个行业的客户代理事务，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和著名专利机构，如特拉华联邦地区法院和德克萨斯东区
联邦地区法院。

24
4 11

45位注册专利律师 位律师入选美国最佳律师®  
2020 版本

位知识产权律师入选  
Benchmark Litigation 2020 版

位律师被评为 2018-2019 年度 
超级律师

Bradley 律师已处理专利和商标申请、专利保护和起诉、 
后发和注册维护以及侵权诉讼的国家/地区

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