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律师

让我们成为您进入非洲市场的便捷通道。

成立时间为
1993 年

超过
20 个成员国

超过 25 年
斐然业绩

超过 600 名
律师

被评为 1 级
领先地方
律师事务所网络
评选机构：
Chambers and
Partners

成员为领先的
非洲独立律师
事务所

泛非地区首个
最大的法律
联盟

入选 200 多个
律界名录

关于我们
非洲法律网络是领先的非洲律师事务所联盟，专门从事商业法和公司法所涉各方面事务以及纠纷解决和法规
问题。我们的律师深谙本地习俗和文化、商业惯例和机会以及政治和经济环境。非洲法律网络为客户在非洲的
业务和其他活动提供“一站式”跨境及本地解决方案。

逾 25 年的
经验和专业知识

非洲法律网络成立于 1993 年，是非洲
首个最大的法律联盟，有效覆盖整个非
洲大陆，拥有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文化。

我们提供世界级服务标准
我们的律师均遵守最高的道德及职业标
准，同时恪守我们严格的世界级服务标准。
非洲法律网络被 Chambers & Partners 评
为 1 级地区律师事务所网络，同时，我们的
律师因其卓越业绩入选众多国际名录。

只有领先的非洲律师事务所
才能加入

我们的成员由领先律师事务所组成，均
符合我们严格的成员资格标准。

超过 600 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仅
专注于非洲地区

只有非洲的律师事务所可加入非洲法律网络。
我们专注于由 600 多名富有经验的非洲律师提供
世界级的法律服务。

利用最佳法律实践
推动非洲地区业务增长

我们的重点是作为非洲的“一站式服务点”，提供
灵活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律师深知，有效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对法律有实际、透彻的理解，同
时离不开灵活性、创新性、经验、专业知识以及对本地习俗和文化、商业惯
例、机会及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实际深入了解。我们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
客户提供满足其需求的定制服务。

我们是由非洲律师
组成的“真人联盟”

我们的成员由专
业非洲律师组成

专业跨境执业团队已成立，专
注于银行业务/金融、竞争/反
垄断、公司/并购、纠纷解决、破产/企业重组和采矿业务。您
可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lexafrica.com，免费获取热门的
商业和专业指南（包括采矿业务、破产/企业重组以及执行
外国审判和仲裁裁决）

我们的律师多年来建立了密切的职业人脉和友谊。非洲法
律网络年度大会在不同的非洲国家举行。非洲法律网络由
来自 8 个国家的律师管理委员会管理。通过非洲法律网络，客户可以在整个非洲大陆获得
强大的泛非跨境团队支持。

备受认可的领先联盟
非洲法律网络被 Chambers and Partners
评为 1 级领先地区律师事务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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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非洲法律网络成员
均为其各自所在国家的出
色律师事务所，在其中任
职的律师作为律界领导者
一直备受赞誉，并入选各
大主要律界名录。

我们的成员律所

排名

安哥拉 – 罗安达
Faria De Bastos & Lopes
博茨瓦纳 – 哈博罗内
Armstrongs
布基纳法索 – 瓦加杜古
SCPA Kam & Some
喀麦隆 - 杜阿拉
D.Moukouri & Partners
剛果 - 布拉柴維爾
Emery Mukendi Wafana & Associates
科特迪瓦 - 阿比让
F.D.K.A Association d’Avocats
刚果民主共和国 – 金沙萨
Emery Mukendi Wafana & Associates
埃塞俄比亚 – 亚的斯亚贝巴
Gebreamlak and Associates Law Office

The Central, 96 Rivonia Road
Sandton, South Africa, 2196
电话：
011 535 8000

电子邮箱：
lexenquiries@werksmans.com

加纳 – 阿克拉
Bentsi-Enchill, Letsa & Ankomah
幾內亞 - 科納克里
Thiam & Associes
肯尼亚 – 内罗毕
Kaplan & Stratton
莱索托 – 马塞卢
Webber Newdigate
马拉维 – 布兰太尔
Sacranie, Gow & Co
毛里求斯 – 路易港
Erriah Chambers
摩洛哥 - 卡萨布兰卡
Bennani & Associes
莫桑比克 – 马普托
Couto, Graca & Associados (CGA)
纳米比亚 – 温得和克
Koep and Partners

尼日利亚 – 拉各斯
Giwa-Osagie & Company
卢旺达-基加利
AIMS Capital Attorneys
塞内加尔 – 达喀尔
Mame Adama Gueye & Associates
南非 – 约翰内斯堡
Werksmans Attorneys
斯威士蘭
Robinson Bertram
坦桑尼亚 – 达累斯萨拉姆
FB Attorneys
乌干达 – 坎帕拉
Katende Ssempebwa & Co
赞比亚 – 卢萨卡
Corpus Legal Practitioners
津巴布韦 – 哈拉雷
Scanlen & Holderness Legal Practitioners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lexafrica.com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