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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Ke Mexico 
盈科墨西哥办公室

盈科墨西哥办公室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为墨西哥本国和外国客

户提供在墨西哥设立企业和开展业务的法律及咨询服务。我们的律师

团队不仅具有大型律所的丰富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源，同时还具

有精品律所专业特色。盈科墨西哥办公室的客户包括各行业的大中型

企业及企业家。我们承诺所有客户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专业律师

团队的帮助，获得所需的各种法律服务，解决其法律问题。在提供上

述服务时，我们遵循最高的法律和道德标准，准确及时、经济有效地

为客户定制最合适的服务方案。

秉持这样的服务理念，盈科墨西哥建立了以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提

供法律服务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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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oF exPeRTiSe

执业领域 概  述

盈科墨西哥的专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与管制

○非诉讼纠纷解决和仲裁

○航空法

○反垄断与竞争法

○银行与金融与证券

○公司与并购

○知识产权

○劳动法

○房地产

○电信

行政与管制

盈科墨西哥在行政法和政府程序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为客

户提供的服务包括：行政合同的起草与分析；招投标；公共私营

合作项目登记；协助获得政府机构的特许、许可、授权和审批。

在法律特殊管制领域，包括电信、石油和天然气、汽车、保健、

医药、食品、饮料以及消费品等，我们提供的服务还包括向政府

管制机关进行公司合并或收购前的通报，例如涉及反垄断和外商

投资中的管制业务。

非诉讼解决方式和仲裁

“客户利益第一”是我们的宗旨。我们认识到诉讼并非解决纠纷

的唯一和最佳途径，因此只要符合客户的目标并且合理，我们都

力求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为达此目标，谈判和调解是非

常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然而如果争端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盈科

墨西哥的非诉团队将帮助客户制定和实施创造性的、有成效的和

高效率的争端解决策略。作为本领域富有经验的专家，我们的诉

讼律师提供分析、建议和诉讼代理服务，使客户能够正确评估、

管理和控制诉讼所具有的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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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和竞争

盈科墨西哥在反垄断和竞争法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向客户

提供所有涉及墨西哥竞争法事务的咨询，包括并购控制、自身合

理原则下的垄断行为，以及与竞争管理机关及主管法院相关的各

类法律程序。

航  空

盈科墨西哥拥有为航空领域的客户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的丰富经

验，包括：融资；租赁；争议解决和诉讼；破产和重组、财产权

和货物追回；管制事项（如向墨西哥航空登记局进行航空器登记）；

合同；机场特许权和投资。

银行与金融

盈科墨西哥拥有在金融交易中代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丰富经验， 

特别是在跨境交易、国际融资和证券发行方面，拥有专业的技能

团队。所有类型的金融交易，从意向书到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

有担保和无担保交易、抵押和融资租赁，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金

融交易中，我们都成绩显著。

不论在资本市场还是债务市场，盈科墨西哥能够在墨西哥或海外

（纽约或其他管辖区）的证券交易中代表承销方和发行方。

在天然气、电力、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等涉及项目融资的交

易中，盈科墨西哥对代理大财团、开发商和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

代理经验。

知识产权

盈科墨西哥的业务范围包括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注册、异议、撤销、

一般性咨询、尽职调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业务范围也涵

盖技术许可和特许经营协议、侵权行为研究、商标侵权、商号、

著作权、工业秘密、互联网域名以及其他知识产权，帮助客户获

得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世界一流的服务和协助。

劳动法

盈科墨西哥业务范围包含代理劳工和雇佣方面的事务。我们在起草雇

主和外派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尤其是涉及国际事务的劳动合同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协助客户处理雇佣程序中的保密协议和竞业禁

止协议，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这一问题十分关键。盈科墨西哥一直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预防性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小其卷入诉讼的可能。同

时根据客户在墨西哥的经营需求和商业计划提供适合的架构建议。

房地产

盈科墨西哥对涉及商业、工业和住宅地产项目的取得、销售、

建设和融资方面的事务提供全程的法律服务。我们在该领域

的专业技能不仅包含信托、租赁和建筑物共有权方面，也涉

及旅游项目，包括在“限制区域”内进行房地产项目的运作

和管理。

电  信

盈科墨西哥为在墨西哥提供有线、无线和增值服务的外国及

墨西哥公司提供管制咨询。在公开招标和从主管当局中申请

行政许可和其他执照方面我们也拥有广泛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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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墨西哥在墨西哥国内和跨国的交易中代理了众多的国有以及私营企业。

我们的代表性业绩包括：

○协助两家世界排名前十的市场调查公司完成并购；

○协助一家中国公司在墨西哥合资建立和开发一个投资贸易枢纽；

○为实现一家金融机构的运营，进行尽职调查、收购和获取监管授权；

○协助某著名高端时尚服装品牌在墨西哥获得特许经营模式；

○协助高速公路、铁路和电信部门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招投标程序和私有化结

    构上提供咨询和服务；

○遵循英国模式，协助墨西哥财政部门进行首个公私合作项目的构建。

KeY exPeRieNce
主要业绩

TeAM MeMBeRS
主要团队成员

TEAM MEMBERS
主要团队成员

Ricardo Chacón 先生是盈科墨西哥的创始合伙人之一，为墨西哥和外国客户提供国际交易方面的法律

咨询，具有 20 多年的法律服务经验，业务涵盖公司法、并购、证券、电信、外商投资、项目融资、反

垄断、体育法、能源和税法。Ricardo Chacón 先生在政府收购方面经验丰富，常在公共招标、公共私

营合作项目和行政程序方面向服务客户。他曾在墨西哥第一个公共私营合作项目执行过程中为墨西哥财

政与公共信用部（SHCP）提供咨询服务。Ricardo Chacón 先生还曾为电信公司服务，提出了不同的电

信结构和组合，并向客户提供电信运营商、公用电话、卫星服务和增值服务的批准和许可获取方面的法

律咨询。

Ricardo Chacón 先生是 Colin Long 汇编的年度出版物《电信法律与实务》(Sweet & Maxwell, 伦敦 )

中“墨西哥电信”一章的作者。他还是墨西哥律师协会、墨西哥国家律师学院、国际青年律师协会的成

员，并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他曾担任电信与能源委员会的副主席（2004-2007）和墨西哥国家代表

（2006-2009）。

Ricardo Chacón 先生获得了 Panamericana 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法学硕

士学位及 Panamericana 大学的公司法与公司经济法的双硕士学位，被选为 2007 级公司法硕士研究生

的主席。Chacon 先生还完成了 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ITAM) 的电信硕士课程。

他曾参加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律师培训课程，随后在 Escuela Libre de Derech 完成了国际商业交易的研

究生课程。他曾在 Panamericana 大学担任商务谈判课程的教授，并在 La Salle 大学教授反垄断、公司

法和国际仲裁课程。

Ricardo Chacón 先生精通西班牙语和英语。

Ricardo Chacón
盈科墨西哥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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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quín Rodríguez 先生是盈科墨西哥的创始合伙人之一，在墨西哥及国际业务方面拥有超过

二十年的丰富经验，执业范围包括商业交易、外商投资、公司法、商法、并购、反垄断法、劳动法、

税法、航空、能源、矿业和国际仲裁。

Joaquín Rodríguez 先生为墨西哥和外国客户提供并购、资产剥离、房地产交易、合资企业、分

销协议、私募股权以及资产和股份的出售与收购等方面的咨询。他在医药、消费品、保健、汽车、

建筑、物流、博彩和市场研究经验广泛。

Joaquín Rodríguez 先生经常在墨西哥、拉丁美洲、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重要律师协会，如国

际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和国际青年律师协会等活动上发言，分享其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

他是墨西哥律师协会和美国律师协会的成员，在国际青年律师协会中担任多项职位。他在 2003-

2006 年担任墨西哥国家代表，期间主持了 2005 年墨西哥年度会议。

Joaquín Rodríguez 先生拥有 Panamericana 大学商法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拥有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的国际交易法硕士学位、以及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UNAM) 的房地产法

文凭。为进一步钻研其他业务领域，Rodríguez 先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德国科隆大学完成

了网络法的高级课程，和墨西哥国际商会（ICC）的仲裁法研修班课程。

Joaquín Rodríguez 先生是香港 CCH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境外投资》一书的共同作者。该书为中

国投资者赴墨西哥投资提供实际且可靠的指导。

Joaquín Rodríguez 精通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

Victor Cadena 拥有墨西哥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大学

的法学学位（相当于 JD）。他曾在墨西哥 UNAM 与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合办的

中国 - 墨西哥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工作。Victor 拥有墨西哥证券交易所颁发的金

融管理学位以及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国际关系方向）的法学硕士学位。

他是墨西哥城经济发展部出版的面向中国投资者的《墨西哥城投资指南》一书

的作者。Victor 拥有七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专业领域包括外商投资、国际交易、

公司法和房地产。从 2013 年起，他被指定为北京墨中商会的法律主任。

Victor 工作地点在北京。他的西班牙语和英语流利，目前正在学习中文。

Victor Cadena

Joaquín  Rodríguez 
盈科墨西哥始合伙人

Samuel Chacón 先生是盈科墨西哥的合伙人之一，专业领域为公司法和商法、

公开招股、国际交易、金融法、项目融资、并购、反垄断法、企业法、外商投资、

行政程序、航空法、租赁和金融财产权等。

Samuel Chacón 先 生 拥 有 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ITAM) 的法学学士学位，Wake Forest 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ITAM 大学的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杜兰大学的全球管理硕士学位。

他撰写了多篇关于公司法、反垄断法、合资企业和并购的文章，发表在 ITAM

商业期刊《Dirección Estratégica》、《北美自由贸易和投资报告》中。他还

是 ITAM 商法课程的教授。

Samuel 是香港 CCH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境外投资》一书的共同作者。该书

为中国投资者赴墨西哥投资提供实际且可靠的指导。

Samuel Chacón 精通西班牙和英语。

Samuel Chacón
盈科墨西哥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