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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仲裁实务与技巧   
2018年 1月 13及 20日	  

深圳市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培训	  
地点：深圳市律师协会,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 20楼	  

 

 

课程安排 : 

 

第一讲：国际仲裁之法律框架与基本原则  

主讲嘉宾：扬帆博士，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IDRA）主任 

时间：2018年 1月 13日 上午 9:00 － 12:00 

 
第二讲：香港国际仲裁之实务与技巧（I）  

主讲嘉宾：王鸣峰博士资深大律师，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IDRA）资深研
究员（Fellow） 

时间：2018年 1月 13日 下午 2:30 － 4:00 

 
第三讲：香港国际仲裁之实务与技巧（II）  

主讲嘉宾：王則左大律师，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IDRA）资深研究员（Fellow） 

时间：2018年 1月 13日 下午 4:15 － 5:45 

 
第四讲：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仲裁实务与技巧  

主讲嘉宾：杨炎龙律师，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香港合伙人，国际争议解决研

究院（IDRA）资深研究员 （Fellow） 

时间：2018年 1月 20日 上午 9: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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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简介 : 

 

扬帆博士  
 
扬帆博士出生于中国广东。先后在上海，巴黎，伯明翰和伦敦研习法律。2005年获英格兰

及威尔士大律师资格，是英国林肯大律师公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中国大陆籍会员。2006

年获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会员资格（MCIArb）。2007年受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聘任

为研究员。2008年受聘于美国纽约州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Skadden，是该律师事务所位于伦敦

的欧洲总部争议解决专业领域中唯一一名中国大陆籍律师。2009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

任教至今。2011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玛丽亚皇后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2012年获英国皇家

特许仲裁员协会资深会员资格（FCIArb）。 
 

扬博士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的仲裁员，大韩商事仲裁院（KCAB）国际仲裁员,吉隆
坡区域仲裁中心（KLRCA）国际仲裁员及调解员, CEDR（国际有效争议解决中心）及香港调解
资历评审协会（HKMAAL）认证的调解员。她是受 ICSID, CEDR,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及 IMI共同培训和认证的国际投资者与东道国纠纷调解员（I nves t or - St at e Medi at or）。 

 
扬博士的研究方向以中国与国际商法比较、中国与国际仲裁及调解比较以及跨境纠纷解决为

主。扬博士还是受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邀请的法规专家，特别擅长于《承认及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贸

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和解释等问

题。此外，扬博士对国际商事合同法比较，特别是英国和香港合同法也有深入研究。 
 
扬博士曾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仲裁及争议解决学法律硕士项目主任。2016年 7月至 12

月任 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国际仲裁集团英国伦敦常驻学者。 
 
扬博士的专著包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Foreign-‐‑related  Arbitration  in  China:  Commentary  
and  C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Volume  Hardback  Set),  2016;  以及与剑桥大学法
律学院 Neil  Andrews  教授合著的   Contract  Law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and  its  Chinese  version:  香港合约法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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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峰博士资深大律师  
 
王鸣峰博士资深大律师于 1998年开始在香港执业，并于 2013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王资
深大律师亦获得了英属处女羣岛的大律师执业资格。他亦经常代表客户在海外,  如百慕大进
行诉讼。王资深大律师在 2014年获委任为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非执行董事。王资深
大律师亦是香港大律师公会的执行委员和中国业务发展委员会主席及香港保险业联会上诉委

员会的委员及香港税务上诉委员会副主席。王资深大律师在 2016年分别被聘为香港中文大
学法律学院金融规管及经济发展中心的杰出院士及上海财经大学学法院的兼职教授。 
 
王资深大律师在商事诉讼领域具有广泛的执业经验，在公司法,  证券法和破产法领域的经验
尤为丰富。王资深大律师是首位被百慕大法院授予特别出庭资格的香港资深大律师。王资深

大律师亦经常在英属处女群岛就股东争议及商业案件出庭处理有关诉讼。他与罗修章先生合

着的 《公司法 –  权力与责任》（Company Law:  Power s  and Account abi l i t y ( 2003)  
Lexi s - Nexi s）一书是香港公司法领域的权威性著作。 
 
王博士资深大律师现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仲裁委员会主席。他是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I DRA）
创始资深研究员（Fel l ow）。 
 
学术上,  王资深大律师于 1994年自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并被选为当年的罗德
学者。其后，他赴英国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进修法学，并于 1996年毕业。他于 2004年获得
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于 2012年获得了北京大学经济法方向的哲学博士学位。 
 
 

 

王則左大律師 
 
王則左大律師毕业于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仕 ( 1978 )  MBA ( HARVARD)；美國 Tuf t s 大學
經濟碩仕( 1973)  BA,  MA ( TUFTS)；香港大學法律專業證書 ( 2002)  PCLL；香港大學與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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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 t er  Met r opol i t an大學 PgDL ( 2001)。他是英國特許仲裁中心資深會員 ( FCI Ar b)  
( 1992 至今)  特許仲裁員 ( 2002 至今)  Char t er ed Ar bi t r at or；香港仲裁司學會資深會員 
FHKI  Ar b ( 1997至今)；香港仲裁司學會主席 ( 2002年至 2004年 及 现在)  ；香港國際仲裁
中心諮詢委員會委員 ( 2002至今)。 
 
王則左大律師还是国际商会(香港)仲裁委員會委員；HKI 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員 
KLRAC仲裁員；中國貿仲委( CI ETAC)仲裁員；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員；深圳国际仲裁院仲
員；中國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惠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武
汉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王則左大律師是英国 CEDR认可调解员；CEDR 亚州太平洋 调解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及 
HKMAAL 认可调解员；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调解员；福建平潭綜合实验区專家顾问（法律
）。他是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I DRA）创始资深研究员（Fel l ow）。 
 
 
 

 
杨炎龙律师  
 
杨炎龙律师是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合伙人，是国际争议解决研究院（I DRA）创
始资深研究员（Fel l ow）。 
 
杨律师的执业重点为国际仲裁以及亚洲的复杂商业诉讼，尤其是涉及大中华区的跨境争议。

杨律师为企业客户处理的项目包括：国际仲裁、复杂的商业诉讼、股东争议、合营企业和技

术许可争议、反海外腐败法调查和合规、监管事宜。 
 
其代表客户处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 ET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 AC）、
国际商会（I C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 AC）、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 TRAL）规
定下以及在香港法院处理的多宗国际仲裁案。杨律师有香港法院出庭资格，具出庭发言权（

相当于出庭律师的资格和权力）。 
 
杨律师还拥有丰富的仲裁员经验。他拥有英国特许仲裁员学会特许仲裁员资质，并获委任为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 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 AC）、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 ETAC）、北京仲裁委员会（BAC）、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HI AC）、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SCI A）、韩国商业仲裁委员会（KCAB）及吉隆坡区域仲裁中
心（KLRCA）等多个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员。他过去曾为香港、新加坡、吉隆玻、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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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首尔进行的多宗仲裁案担任仲裁员（包括独任仲裁员、仲裁庭首席仲裁员或单方指定仲裁

员）。 
 
在公共服务方面，杨律师：现任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顾问、现任新加坡麦克斯威尔商会（

Maxwel l  Chamber s）理事、曾担任新加坡总检察署的副检察司、曾担任新加坡交易所纪律委
员会成员。 
 
杨律师处理的项目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网络游戏软件、医药、汽车、清洁能源、银行业与金

融业、道路再生、农业、能源、原始设备制造和私募股权。 
 
除了英语之外，他还能纯熟运用亚洲多国语言进行沟通，包括普通话、广东话、潮州话、福

建话、马来语及印尼语等。 
 

 

 
 
NOTE: The organisers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any last minute changes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aculty. Additional or substitute members may join the facul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