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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KE Spain
盈科西班牙办公室
盈科 Adarve 律师事务所是一家综合型法律服务机构，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
里市，在巴塞罗纳、瓦伦西亚、塞维利亚、拉斯帕尔马斯等地均有办事机构。
盈科 Adarve 由多位律师、税务师和经济学家组成，我们工作认真务实、不
断进取、准时高效，始终遵循文化背景，采纳客户所需，为客户提供最切实
可行的建议。盈科 Adarve 为客户服务的专业人员都能够完美通晓两国间彼
此的文化、立法，坚持法律服务和商业事务并重的原则，在两国间搭建起一
座法律和商务桥梁。
为了更好地为中国客户服务，盈科 Adarve 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业务服务组，
以便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明白客户期待的前提下，用中文竭诚地为中国客
户提供专业、专属的法律和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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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OF EXPERTISE
执业领域
盈科 Adarve 团队精通商业法律事务，
其专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诉讼法律事务
○商业法律事务
○知识产权、信息通信技术法律事务
○房地产法律事务
○家庭与社会法律事务
○税务法律事务
○中小型企业事务
○劳动法律事务
○保险法律事务
○银行与金融法律事务
○破产法律事务
○基金会事务
○土地建设与规划事务
盈科 Adarve 服务的客户范围广泛，从中小企业到大型公司，包括初创公司、基金
和个人在内，涉及的行业涵盖零售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汽车、食品、能源、技术
和公共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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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EXPERIENCE
主要业绩
○为某国有视听付费电视集团遭受非法转播诉讼案件作辩护
○代表数家跨国公司向西班牙债务公司成功索赔
○为某全球领先的制药和个人护理产品供应商的西班牙子公司提
供法律服务
○为西班牙某国有商务公司被某法国集团公司收购的相关事项提
供尽职调查，商业计划和全权交割等全套法律服务
○为某国际金融集团在西班牙构建税收结构提供法律服务
○为比利时某工业集团在西班牙撤资提供税务方面的法律服务，
包括非居民税收，欧盟法领域等
○为丰田金融服务公司（Toyota Financial Services）提供起草
各类商务合作合同或协议等服务
○为 Zara 公司在线销售平台进行合同审核和修订
○为 Zara 集团旗下西班牙所有连锁和品牌的经营场所提供房地
产法的法律服务，包括处理与区域业主关系、购物中心和保险
公司、产品授权、索赔、租赁合同、法律意见书、产品合法化、
批准程序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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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MEMBERS
主要团队成员

RAMÓN GUTIERREZ DEL ÁLAMO
合伙人，诉讼部主任
Ramón 先生在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
获得了法学学位，并获得了 Aliter 的新技术法硕士学位，此外，他还在马
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获得了刑法
课程和欧盟法课程的毕业证书。在顺利通过竞争激烈的司法行政程序管理
局的考试后，Ramón 先生成为了一名公务员，目前处于停薪留职状态。
作为一位在马德里不同法庭上从业多年的法官，Ramón 对司法行政领域
的了解颇为深入。
Ramón 的专业领域是复杂的民事诉讼案件，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社会
行政责任，债权人撤销权等，以及经济诉讼案件，如白领犯罪，诈骗案，
资产弃保潜逃或欺诈性破产和职务侵占。
Ramón 先生系马德里律师协会会员。
工作语言：西班牙、英语及部分法语。

JUAN JOSÉ GARCÍA
管理合伙人
Juan José 先生先后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获得了
法学学位，在金融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Financieros）获得了税务体系硕士学位，

Jose María 先生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获得了法学学位。此外，还参与了与税法和财政法相关的多
种专业课程。他曾在不同的大学中担任讲师，也是许多律师杂志的定期邀
约合作者。

在康普顿斯大学获得了欧洲法课程毕业证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并在

Jose María 担任公司法和房地产法领域中多家公司和个人的法律顾问。

美国波士顿参加了哈佛法学院律师研修计划（PIL）。

其专业领域主要有：公司重组（并购、分割、价值交换等）的税务规划，

Juan José 先生拥有超过 25 年的执业经验，为多家不同领域的公司和个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税务管理（审查、程序等）和公司收购。

其专业领域为商业合同、诉讼和公司法。

Jose María 先生系马德里律师协会会员。

Juan José 先生系马德里律师协会会员。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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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 MARÍA MOYANO
合伙人，税务法律部主任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英语和部分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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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ZMÁN LÓPEZ Y MIGUEL
合伙人，房地产法律部主任
在加入盈科 Adarve 律师事务所前，Guzmán 先生曾在两家知名的大型
律师事务所执业。

土地征收、执行、高级职员）领域和房地产法以及抵押贷款领域的专家。

JOSE MANUEL RODRÍGUEZ GARCÍA
债务追偿法律部主任

在多年的执业经历中，Guzmá 先生为地方行政部门、上市公司和私营公

José Manuel 先 生 在 马 德 里 自 治 大 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司就公共契约事宜提供了专业的法律建议。他还就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

Madrid）获得了法学学位。他并受马德里律师协会和其它知名中心的委托，

行政管理事宜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咨询建议。此外，他还为数家国际信

处理了大量民法、商法和程序法案件。

用实体提供了城市尽职调查，并经常提供城市规划、土地划分项目等方面

José Manuel 先生拥有 20 多年的执业经验，其主要执业领域是程序法、

的建议。

银行法和商法，还曾与他人合著了《债务追偿管理》（“La Gestión de

Guzmá 先生系马拉加律师协会会员。

Impagados”）和《支付方式》（“Medios de Pago”）。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英语和部分法语

José Manuel 先生系马德里律师协会会员。

Guzmá 先生是公法（城市法、行政法、环境保护法、采购、公共行政责任、

JAVIER CABELLO
合伙人，诉讼部
BELÉN BERLANGA
合伙人，公司法律部主任
Belén 女士在纳瓦拉大学（Universidad de Navarra）获得了法学学位，
还参加了纳瓦拉大学的英美法项目，并在加里格斯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Garrigues）获得了公司法硕士学位。

Javier 先生在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获
得了法学学位，并在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获得了法律实务硕士学位。
Javier 先生在法庭上代理过与刑法和民法事务相关的多种案件，如：诈骗、
伪造、付款要求、侵权责任等。他还就起草合同和多种契约文书，以及司

Belén 女士的执业领域为合同法和公司重组，曾为多家大型企业就公司

法程序前进行的友好协商事宜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此外，他也是

合规、公司结构、股东协议等事宜提供法律意见。

外国司法判决承认与执行方面的专家。

Belén 女士系马德里律师协会会员。

Javier 先生系马德里律师协会会员。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英语和基础法语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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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S GUTIÉRREZ
合伙人，诉讼部

李佳奇

Luis 先 生 在 马 德 里 康 普 斯 顿 大 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获得了法学学位，并在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的法律实务学院
（Escuela de Práctica Jurídica）获得了房地产法的副学士学位。

李佳奇先生来自中国上海。在上海杨思中学完成了高中课程后，李佳奇来
到西班牙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攻读法学学位，还在马德里的一个金融研究中心选修“外籍劳工和无家可
归人士”课程。

Luis 先生的执业领域是在行政法框架内进行法律辩护和提供法律咨询，
特别是在地方行政法和行政合同法，以及包括支付违约、责任和合同、家
庭、继承等各种形式的私法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李佳奇先生系马德里律师协会会员。
工作语言：中文（普通话）、西班牙语和英语。

LAURA FAUQUEUR
市场和国际业务拓展部主任
CORAL LEE MARCO
法律顾问，中国业务组
Coral 女 士 在 马 德 里 卡 洛 斯 三 世 大 学（Universidad Carlos III de
Madrid） 获 得 了 法 学 学 位。 此 外，Coral 还 在 马 德 里 康 普 斯 顿 大 学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获得了国际商法的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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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女士毕业于法国布列尼塔 - 雷恩第二大学（Université Rennes
II Haute Bretagne），并在法国和西班牙的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Paris Cluny – ISEIT 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外，Laura 还参加了西班牙萨
拉曼卡大学（Universidad de Salamanca）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课程
学习。

她曾选修“中国的协议和商业文化”课程，并在不同的大学（如北京大学，

多年来，Laura 女士一直负责律所的市场和沟通策略工作，包括国内和国

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中选修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际的业务拓展事宜。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中文（普通话）和英语。

工作语言：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此外，Laura 还在积极地学习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