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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力量与伙伴关系/Who We Are

在商业领域，铺就财富之路，涤除障碍，平衡风
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宝盈律师事务
所成立于2008年，由具备法律、酒旅、财务会计、
金融专业背景和丰富实务经验的资深律师共同创
办，设有南京分所——北京市宝盈（南京）律师
事务所、成都分所——北京宝盈（成都）律师事
务所，现有执业律师与律师助理50余名。

宝盈酒旅法务团队潜心研究酒店地产开发、酒店
管理、酒店运营、文化旅游相关领域法律法规政
策，专注于酒旅行业法律实务，积累了大量的成
功案例，能为您提供系统而完善的法律解决方案。

同时，宝盈律师在公司法、证券法、投融资、知
识产权方面业绩卓著，在酒旅行业所涉酒店地产
开发、酒店投资、项目股权设计、并购重组、品
牌保护方面能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协同解决方
案。

我们致力于理解客户的需求，为客户识别发展机
会，提供创造性的法律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控制
风险，以实现客户目标价值最大化。我们根据业
务的不同性质，提供多样性的灵活计费机制供客
户选择，充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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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业服务/What We Focus On

宝盈竭诚为您服务

酒店开发商/业主 酒店管理公司 行业投资者

酒店地产开发，酒店集
团化、联号化与连锁化，
酒店资产管理与资本运
作，风险与机遇并存

委托管理

特许经营

自营自管

酒店集团化/联号化/连锁化

Focus On Our Client’s Success

品牌塑造与知识产权管理，
国际品牌的本土化，业主
关系处理，酒店管理过程
控 制 ， 均 面 临 挑 战

高质量的尽职调查、
完善的交易结构设计
以及有效的投后管理，
是投资成功的保障

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要求酒店业
主与管理公司在委托关系的建立、履
行、争议处理环节有效遵循行业准则
和熟练处理操作细节

许可人与被许可人需要共同设计与有
效执行特许经营规范控制体系，包括
控制手段、考评体系、体系结构，以
达成双赢目标

品牌塑造、制度建设、内控体系设计
以及执行流程控制对于自营酒店的成
功至关重要，需要从法律维度提供技
术保障与支持



我们的专业服务/What We Focus On

项目合规性论证
项目可行性研究

酒店行业
法律服务流程

We Ar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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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规性论证
酒店概念规划

融资方案建议与论证
融资谈判与合同

酒店资金筹集

设计合规性论证

酒店建筑设计

协商与合作意向书

酒店管理公司选择

正式谈判与合同准备
酒店管理合同签署

酒店管理制度建设
酒店员工法律培训

酒店开业筹备

项目开发发手续办理
工程/采购合同管理

酒店建造与设施采购

常年法律顾问/公司治理
争议纠纷论证与解决

酒店日常运营

并购/被并购法律服务
投融资法律服务

酒店资产管理/资本运作

酒店行业
法律服务流程

We Ar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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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业服务/What We Focus On

酒店地产开发法律服务

在酒店地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资金
筹集（融资）、项目筹备、开发建设
等各个环节均涉及法律论证、方案设
计及风险控制需求。

■ 项目可研阶段：项目合规性论证，
并购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

■ 项目筹备阶段：保证土地取得的合
法性、负责项目手续的办理与完善

■ 开发建设阶段：招投标文件起草，
勘察/设计、工程承包、监理、设
备采购合同的洽谈、起草、审查与
修改，交易对方资质审查，项目文
件、合同与履约资料管理，协助控
制工程造价（审查工程量增减的签
证依据），参与竣工工程的验收与
交接

■ 地产项目融资：设计融资交易结构，
参与商务谈判，起草修改融资合同

■ 争议处理：房地产开发所涉各类合
同争议与纠纷的处理，协商谈判、
发送律师函与诉讼或仲裁，特别是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投融资合同
纠纷方面富有实务经验。



我们的专业服务/What We Focus On

HOTEL LAW
宝 盈 酒 旅 法 务

酒店地产 | 酒店管理 | 酒店投资

酒店委托管理法律服务

酒店委托管理是指受托方（酒店管理公司）将
其具有知识产权的品牌，包括营销、供应网络
系统、成熟稳定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标准等的使
用权许可给委托方（酒店业主），并由业主委
托管理公司经营管理酒店的经营模式。

宝盈酒旅法务团队为酒店业主与管理公司提供
专业化、全方位、全流程、全视角的法律服务。

■ 为酒店业主与管理公司提供双向推介增值服务，
受托对交易对方开展尽职调查

■ 委托管理关系的磋商与建立，以严密周全、规
避风险为目标，完善核心条款：业绩考核、知
识产权、酒店建设及筹备、酒店管理区域、支
付方式、财务管理、账户管理、人事管理、保
险维持、转让与抵押、违约金、争议处理

■ 委托管理意向书与正式管理合同的起草或审阅

■ 酒店开发商与管理公司合作创立酒店管理品牌
的法律服务

■ 参与酒店委托管理所涉争议解决（包括协商谈
判、律师函、调解、专家裁定、仲裁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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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业服务/What We Focus On

酒店特许经营法律服务

酒店特许经营是指特许方（酒店品牌方）
将其具有知识产权的品牌，包括营销、
供应网络系统、成熟稳定的管理模式与
服务标准等的使用权许可给被许可方
（酒店业主），由被许可方依照品牌的
质量标准与规范要求自主经营的经营模
式。

■ 为酒店业主与酒店品牌方提供双向推
介增值服务，受托对交易对方开展尽
职调查

■ 特许经营关系的磋商与建立，以严密
周全、规避风险为目标，完善特许经
营核心条款：特许经营内容与期限；
费用标准与支付；经营指导、技术支
持以及业务培训等服务内容和提供方
式；服务质量标准和保证措施；服务
促销与广告宣传；品牌授权。

■ 办理特许经营备案手续。

■ 参与酒店特许经营所涉争议解决（包
括协商谈判、律师函、调解、专家裁
定、仲裁和诉讼）。



我们的专业服务/What We Focus On

酒店日常运营法律顾问

■ 以主动、前瞻的服务理念，主动介入客户运
营过程，事前规范，预防风险，避免损失。

■ 上下游供应链体系建立的法律服务：协助建
立供应商信息库，交易对手尽职调查，起草
或审阅各类采购、定制、销售合同、订房合
同

■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服务：品牌保护规划，
知识产权登记代理，品牌授权合同、特许经
营协议、保密协议、竞业禁止的起草或审阅，
维权方案设计与实施

■ 公司治理的法律服务：股权架构与组织架构
的设计与实施，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员工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与实施

■ 常规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全面的法律咨询，
草拟、审查、修改法律文书，应邀参与商务
谈判与法律论证，劳动关系与纠纷处理，提
供法律法规政策资讯，员工法律培训

■ 争议与纠纷处理：提供解决方案与法律论证，
发送律师函，协商谈判，代理诉讼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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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旅资产管理/资本运作法律服务

投资并购是现代酒旅企业成长壮大
的重要手段和必经途径。我们拥有
成熟、系统的目标项目/目标公司尽
职调查方法和流程，以帮助客户识
别风险、发现价值；我们拥有解决
投资并购法律障碍、设计投资并购
交易结构的娴熟技巧。

■ 法律尽职调查，出具尽职调查报
告或法律意见书

■ 设计投资并购交易结构和风控措
施，出具投资并购方案

■ 参与投资并购谈判，协调各参与
主体与中介机构

■ 起草、审阅投资并购合同及相关
法律文件

■ 指导完成投资并购涉及的内部决
策程序以及外部行政审批、登记、
备案程序



我们的服务理念与优势/Our Service Concept and Advantages

■人才优势
宝盈酒旅法务团队拥有知名法学院的教育背
景，具备多年的执业经验，熟悉酒旅及房地
产开发行业法律规制、项目运作与企业运营
流程。同时，深谙酒旅、财务、会计、税务
方面的知识，善于结合运用商业思维与法律
思维，更全面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经验优势
多年来为国内众多酒店房开发商（业主）、
酒店管理商、酒店运营商、酒店投资人提供
了各类法律服务，拥有为不同市场主体提供
法律服务的丰富经验。

■平台优势
作为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在公司法、证券法、
投融资、知识产权方面业绩卓著，在酒旅行
业所涉酒店地产开发、酒店投资、项目股权
设计、并购重组、品牌保护方面能够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协同解决方案，可通过各业务
部门，随时为客户提供非诉讼、诉讼方面的
专业服务。

■资源优势
通过长期在细分行业的法律服务，宝盈律师
与酒旅与房地产行业的各类参与方（开发商
/业主、管理公司、投资机构、金融机构、
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建立了长期深度关系，
能为客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以实现客户利
益最大化。



■ 天津康莱德酒店（希尔顿集团旗
下品牌）

■ 万丽天津宾馆（万豪集团旗下品
牌）

■ 曲阜鲁能JW万豪酒店（万豪集团
旗下品牌）

■ 担任某法国酒店管理公司中国法
律顾问，撰写、审查适用于本土
客户的法律文本，提供中国法律
咨询

■ 代理多家酒店业主或管理公司处
理委托管理、特许经营争议，提
供建议方案，参与谈判 ,
和解或代理诉讼或仲裁

■ 北京某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某省九龙湖旅游度假
区（含五星级酒店及别墅）项目

■ 鼎晟华泰并购海南三亚某酒店/别
墅开发项目及并购后常年法律顾
问

■ 四川某世界名花生态旅游度假区
开发项目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某基金投资辽宁某国家矿山
湿地公园项目

■ 四川光合文旅旅游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 若干房地产开发商常年法律顾问
服务或开发项目专项法律顾问服
务

■ 代表酒店业主国家电网下属某集
团公司引入希尔顿集团“康莱德”酒
店品牌法律服务项目

■ 代表酒店业主天津某国有宾馆集
团公司引入万豪集团“万丽”酒店品
牌法律服务项目

■ 代表酒店开发商/业主四川某房地
产开发商引入希尔顿酒店集团法
律服务项目

■ 代表酒店业主某综合性集团公司
引入万豪集团“JW万豪”酒店品牌
法律服务项目

我们的成功案例/Our Clients

■ 上市挂牌法律服务：50
余家公司上市挂牌案例，

服务内容包括股份制改造、上市挂
牌法律意见书、定向发行、重大资
产重组、股权激励、方向并购、信
息披露

■ 投融资法律服务：上百个投资/并
购项目法律服务（包括法律尽调、
交易结构与风控设计、参与谈判、
法律文件准备），10余家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服务，以
及若干家互联网金融企业法律顾
问服务

■ 债券发行法律服务：债券品种涉
及企业债券、公司债券、政府专
项债券、银行间PPN等

酒店开发商/酒店业主酒店管理公司/酒店

房地产/文旅项目开发 投融资与资本运作



宝盈
酒旅
法务

北京总所
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世纪科贸大厦B座806室

010 68948828
成都分所

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368号房天下大厦1305室
028 82890869
南京分所

建邺区江东中路215号凤凰文化广场B座1810室
025 83736963

www.baoying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