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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M&A法⼤全(上)(下)[全订版]
书籍

添加⾄我的收藏

专业⼈员

⻄村朝⽇律师事务所(编著) 草野耕⼀（著） ⼿冢裕之（著） 川合弘造（著）
武井⼀浩（著） ⼭⼝胜之（著） 新川⿇（著） 内间裕（编著） 太⽥洋
（编著） 锦织康⾼（著） 佐藤丈⽂（编著） 南贤⼀（著） 清⽔惠（著）
⾅⽥启之（著） 忍⽥卓也（著） 弘中聪浩（著） ⾕川达也（著） 中⼭龙太
郎（著） 志村直⼦（著） 掘越秀郎（著） ⼩⼝光（著） 森本⼤介（著）
伊达隆彦（编著） 郡⾕⼤辅（著） 志贺裕⼆（著） 岛⽥圆⾹（著） ⼤井悠
纪（编著） 伊藤刚志（著） 原⽥充浩（著） 浓川耕平（著） 松浪信也
（著） 野⽥昌毅（编著） 斋藤崇（著） 柴⽥宽⼦（著） ⾼桥宏达（著）
松原⼤祐（著） 松尾拓也（编著） ⽔岛淳（著） 藤井康次郎（著） 野中敏
⾏（著） ⼭本宪光（著） 古⾓和义（著） 中岛和穗（著） ⾼⽊弘明
（著） ⼭中政⼈（著） ⼩原英志（著） 松本绚⼦（著） 中原千绘（著）
中⼭达也（著） 中岛亚津莎（著） 汤川雄介（著） 佐藤正孝（著） ⽥中研
也（著） ⼟肥慎司（著） 清⽔诚（著） 森⽥多惠⼦（著） ⾼⽊智宏（著）
⼴泽太郎（著） 根本刚史（著） 阿部次郎（著） ⽯川智也（著） ⽯﨑泰
哲（著） ⼭⽥慎吾（著） 浅冈义之（编著） 松平定之（著） 吉本祐介
（著） 佐佐⽊秀（著） ⾼⽊谦吾（著） 藤井宏树（著） 河合优⼦（著）
千明谅吉（著） 神保宽⼦（著） 胜部纯（著） ⼩林和真呂（著） 野泽⼤和
（著） 若林义⼈（著） 伴真范（著） 孙樱倩（著） 泰⽥启太（著） 绀野
博靖（著） 园浦卓（著） ⾠⺒郁（著） ⼤⽯和也（著） ⽮﨑稔⼈（著）
桑形直邦（著） 铃⽊多惠⼦（著） ⼩⻄透（著） 今泉勇（著） 仁⽊觉志
（著） 坂元正嗣（著） ⼤槻由昭（著） 真荣城⼤介（著） 堀美穗⼦（著）
北⼭阳介（著） ⽊津嘉之（著） ⽥端公美（著） ⼤野宪太郎（著） 铃⽊
健⽂（著） 下向智⼦（著） 饭冢启（著） ⽶信彰（著） ⾦映珉（著） 古
家⾹织（著） 伊⾖明彦（著） 饭永⼤地（著） 伊藤凉太（著） ⽩泽秀⼰
（著） 增⽥贵都（著） 沼畑智裕（著） 冈⽥早织（著）

出版社等

商事法务
各9,500⽇元（不含税）

发⾏

2019年01⽉

业务领域

M&A/公司重组 企业战略合作 敌意收购/激进股东应对 私募股权 创业⽀援
跨境M&A 公司治理 公司纠纷诉讼 银⾏业务 保险 ⾦融监管/合规 创业融
资 收购融资 公司重整/⺠事重整 破产 特别清算等清算程序 ⾮法定破产程
序 重整初期阶段 国际重整(国际破产等) 国际诉讼(涉外诉讼、境外诉讼) 国
际仲裁 知识产权交易 个⼈信息与隐私/巨量资料 通讯传播法 经营者集中审
查 缴税计划 国际税务 劳动法咨询 年⾦问题咨询 电⼒与煤⽓ ⾃然资源/能
源 通讯 ⼴播电视 医疗/保健 中国 ⾹港 台湾 新加坡 马来⻄亚 菲律宾
印度尼⻄亚 泰国 越南/湄公河地区 缅甸 印度 ⼟⽿其/中近东 欧盟/欧盟成
员国 美国 巴⻄ 墨⻄哥 中南美其他国家与地区 ⾮洲

商事法务出版发⾏了本所律师编辑并执笔的《M&A法⼤全(上)(下)[全订版]》。

相关链接
M&A法⼤全(上)[全订版]（商事法务Website）
M&A法⼤全(下)[全订版]（商事法务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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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书籍

个⼈信息保护法制与实

进⼊及退出亚洲市场的

亚洲银团贷款

务应对

劳务问题

(Syndicated Loan)的

书籍

合同实务及担保相关法

书籍

2017年12⽉

律制度

2017年06⽉

书籍
2016年08⽉

⽇本税法概论

《投资海外》(负责⽇本投资部分)

书籍

洲企业之法务-以并购法制为中⼼

书籍

2014年10⽉01⽇

⻄村⾼等法务研究所丛书(8)投资亚

书籍

2013年06⽉01⽇

2013年04⽉01⽇

专业⼈员
业务简报

合伙⼈/纽约事务所合伙⼈/辩护⼈法⼈社员 ⾼级顾问律师 资深律师/辩护⼈法⼈所属资深律师 律师/辩护⼈法⼈所属律师

办公地点

海外事务所代表 外国律师/辩护⼈法⼈所属外国律师 联盟事务所法务总监/联盟事务所律师

联系我们

合作事务所合伙⼈/合作事务所律师 税务师 专利商标代理⼈ 专业顾问

加⼊我们

业务领域

⽹站地图
使⽤条款

论⽂/演讲等
演讲 论⽂ 书籍

免责事项
Legal Notices

事务所简介
个⼈信息保护政策

沿⾰ 所获奖项 ⻄村⾼等法务研究所
Privacy Policy for Data
Subjects i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Cookie policy
信息安全基本⽅针

全球办公⽹点
东京 名古屋 ⼤阪 福冈 曼⾕ 北京 上海 迪拜 法兰克福 / 杜塞尔多夫 河内 胡志明 雅加达*1 纽约 新加坡 台北 仰光
冈⽥律师事务所(⾹港)*2
*1

利益冲突案件的处理

合作事务所

*2

相关事务所

*⾮外国法共同事业。
本所的“个⼈号码或法⼈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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