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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重要日期 

提名开始 

2021 年 7 月 26 日 

提名截止 

2021 年 9 月 10 日 

入围名单 

2021 年 10 月中旬 

颁奖典礼 – 广州 

2021 年 11 月 18 日 

 

大奖信息咨询 

请联系调研团队： LawAwards@thomsonreuters.com 或 +8610 5669 2010/+8610 5669 2009. 

 

赞助机会咨询 

请联系谢京庭 Amantha Chia: amantha.chia@thomsonreuters.com 或 +65 6973 8258. 

 

 

第二部分：基本原则 

A. 所有奖项提名须通过填写 ALB 提名表格进行提交，否则 ALB 将不予接受。 

B. 提名事项涉及的时间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之间。 

C. ALB 将在必要时联系提名表格中提供的联系人，建议提供同意进行上述联络的联系人。 

D. 有关奖项的常见问题，请访问常见问题与解答页面。 

E. : 

 

 

 

 

 

https://www.legalbusinessonline.com/law-awards/ssq-alb-china-law-awards-2021#edit-group-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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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定义 

A. 宽度: 工作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法律执业领域、当事人和行业的程度。 

B. 复杂性: 所涉及的工作和法律问题需要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商业敏锐度或创新解决方案的程度。 

C. 重要性: 在法律行业或区域内的影响力。 

D. 创新性: 即考量一个新的理念或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流程、服务、项目等，可应用于现有制度和流程的程度指

标，从而提高业务能力并促进产出价值，或使工作更加高效。 

E. 沿海地区: 指中国沿海地区的 1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即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

建、广西、广东、海南。 

F. 沿海地区要素: 包括下述任意一点：(a) 代表任何一方的律师常驻在中国沿海地区；(b) 任何利益相关方常驻中

国沿海地区；(c) 对交易完成必不可少的任一合同的履行地在中国沿海地区；(d) 交易标的与中国沿海地区密切

相关。 

G. 律所规模: 该所常驻于沿海地区的律师总数。 

H. 第三方奖项或认可: 由 ALB 以外的组织或机构给予的表彰、奖励或认可。 

I. 工作: 提供给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案件或法律事件、服务、项目或倡议方案等。 

 

第四部分: 奖项 

个人类奖项 

 年度沿海地区青年律师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女性律师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管理合伙人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公司女性法务大奖 

 

详细指南: 

A. 年度沿海地区青年律师大奖: 被提名青年律师的候选人为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含 40 周岁），目前常驻中国沿

海地区从事相关法律服务的律师。该奖项适用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的青年律师，每家律所只能为该奖项提名一

位候选人。  

B. 年度沿海地区女性律师大奖: 此奖项面向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候选人须常驻在中国沿海地区， 每家

律所只能为该奖项提名一位候选人。 

C. 年度沿海地区公司女性法务大奖: 此奖项面向所有公司女性法务。候选人须常驻在中国沿海地区，每家公司只

能为该奖项提名一位候选人。 

D. 年度沿海地区管理合伙人: 此奖项适用于沿海地区的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候选人须常驻在中国

沿海地区，每家律所只能为该奖项提名一位候选人。 

 

评选标准:  

对个人类奖项提名的评估将基于以下因素： 

A. 主要工作成绩：被提名人的领导能力、专业成就（宽度、复杂性、创新性和重要性等方面）、对本单位以及法

律行业的贡献； 

B. 第三方奖项或认可（如适用）； 

C. 已完成交易的数量（如适用）； 

D. 以美元计的已完成交易数额（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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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奖项 

 年度沿海地区股票市场交易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能源和资源交易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交易大奖 

 

详细指南: 

A. 沿海地区要素: 交易类奖项的提名，须具有第三部分中定义的中国沿海地区要素。 

B. 交易公告/完成：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期间宣布或完成的交易，可以参与提名。  

C. 交易金额：应遵守以下交易金额要求： 

a. 年度最佳股票市场交易大奖：交易金额≥1 亿美元； 

b. 年度能源和资源交易大奖：交易金额≥1 亿美元。 

D. 交易提名数量： 每个交易奖项的交易提名总数不超过三个。 

E. 年度沿海地区交易大奖：此项大奖无需提名申报，年度股票市场交易大奖和年度能源和资源交易大类的入围交

易中，分数排名前五位的交易将成为年度沿海地区交易大奖的入围者。 

F. 每项交易最多只能提名参与两个交易奖项的角逐。 

 

评选标准: 

交易奖项的评估将基于以下因素：交易的宽度、复杂性、创新性、重要性以及第三方奖项或认可。 

 

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银行与金融业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资本市场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争议解决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劳动与就业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国际贸易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海事海商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房地产与建设工程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合规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科技、媒体与电信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财富管理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沿海地区自由贸易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北部沿海地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东部沿海地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南部沿海地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详细指南: 

A. 律师事务所类大奖适用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 

B. 办公室: 所有参与提名的律师事务所须在中国沿海地区有办公室。 

C. 两个组别: 律师事务所奖项类别将分为两个组别/部分：中国沿海地区本地律所（以下简称“本地律所”）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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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地区本地律所-沿海地区业务（以下简称“非本地律所”）。 本地律所指总部位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律

师事务所。非本地律所指在中国沿海地区设有分所/办公室的总部设立于沿海地区之外的律师事务所。 

D. 年度沿海地区自由贸易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该奖项面向沿海地区自由贸易区的本地律所和非本地律所。 

E. 年度北部沿海地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该奖项面向辽宁、河北、天津或山东地区的本地律所和非本地律所。 

F. 年度东部沿海地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该奖项面向江苏、上海或浙江地区的本地律所和非本地律所。 

G. 年度南部沿海地区律师事务所大奖: 该奖项旨面向福建、广西、广东或海南地区的本地律所和非本地律所。 

 

评选标准: 

对律师事务所类奖项的评估将基于以下因素： 

A. 主要聘请/离职； 

B. 复杂性； 

C. 创新性； 

D. 宽度； 

E. 重要性； 

F. 第三方奖励/认可（如适用）； 

G. 已完成交易的数量（如适用）； 

H.  以美元计的已完成交易数额（如适用）。 

 

公司法务组类奖项 

 年度沿海地区合规和风险管理公司法务大奖 

 广悦年度沿海地区最具创新力公司法务组大奖 

 泰和泰年度沿海地区公司法务组大奖 

 

详细指南: 

A. 办公室: 所有参与提名的公司法务组须在中国沿海地区有办公室。 

B. 年度沿海地区合规和风险管理公司法务大奖: 该奖项面向所有从事合规和风险管理方面工作的（不限制任

何行业）公司法务组开放提名。 

C. 年度沿海地区最具创新力公司法务组大奖: 该奖项适用于，通过应用新理念或者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流

程、服务、程序于现有制度、体系和流程，以提高公司业务能力并促进产出价值的公司法务团队。 

 

评选标准: 

该类别奖项的评估将基于以下因素：宽度、复杂性、创新性、重要性以及第三方奖项或认可。 

 

第五部分：评审委员会 

A. 评审委员会将由约 30 名来自法律界的知名人士组成，评委的具体信息将在颁奖典礼上公布。 

B. ALB 团队将汇总所有候选人的提名信息，并递交给评委，评委将依据此汇总资料以及专业经验对候选人进行评

审。ALB 在收集到所有评委的评选结果后，通过计分方式评选出最后的获奖者。评委对于来自本单位的提名所

作出的评判，将不被计入最终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