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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如良律师简介 

蔡如良律师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拥有近 20年执

业经验，对该地区跨境关系的商业驱动因素和

法律结构有着深刻理解。他是一位具备多方面

能力的律师，在众多复杂的跨境交易中代理公

司企业、私募股权机构和风险投资基金等交

易，也能够完美地结合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法

律才智来“达成交易”。 

蔡如良律师在新加坡创业生态系统中十分活

跃，曾参与过新加坡一些最重要的退出项目。

他在金融科技、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法律和监

管方面拥有特定专业知识。 

他目前担任以太坊基金会的总法律顾问。以太

坊基金会是一家促进和支持以太坊加密货币发

展的全球非营利组织。 

此外，蔡如良也是一名成就卓著的能源业律

师，在并购、合资企业和复杂的商业交易方面

拥有丰富专业知识。他对能源和自然资源行业

有深入的了解，当中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特定交

易，如液化天然气和原油销售协议，钻井服务

协议，联合经营协议（JOA）和产量分成合同

（PSC）。 

蔡如良律师于 2019 年回到德尊。此前他已拥

有十多年国际执业经历，包括最近在一家堪称

业界翘楚的美国“白鞋”律所担任合伙人。他

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此前曾在伦敦、雅加达

和上海工作。   

执业经历 
蔡如良律师曾代理多起重大交易，当中包括： 

技术与数字资产 

• Payfazz 的 5300 万美元 B 轮融资，此轮融

资由 B Capital 和 Insignia Ventures 领投。

Payfazz 是印度尼西亚一家通过代理提供金

融支付服务的初创企业，也是第一家由 Y 

Combinator 投资的印度尼西亚初创企业。

该轮融资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结束。 

• Ant Financial 对外汇/货币兑换领域的金融

科技初创公司 M-DAQ 的 8200 万美元 C 轮

投资。M-DAQ 是新加坡融资最多的金融科

技初创公司（整体融资排名第六）；该交易

以 2.5 亿美元的估值完成。  

• Luxola（一家线上化妆品商店）的成功退

出并以数百万美元出售给 LVMH。  

• Spark Systems（一家外汇平台）在新加

坡融资和持续的企业/商业事务。 

• 一家领先的印度尼西亚电信公司对一家支付

服务初创企业的拟议投资。 

• 一家全球教育公司在新加坡、中国和日本拟

议的合资企业，以建立幼儿园和幼儿时期丰

富教学环境一揽子计划。 

• 一家大型全球私募集团对新加坡一处办公楼

宇建筑群的出售计划。 

能源与自然资源 

• BW Offshore 同时从 Harvest Natural 

Resources 和 Panoro ASA 收购加蓬杜萨福

（Dussafu）近海石油区块的权益。  

• Goldman Sachs SSG、Apollo、ARCM 

和 IFC 向 Niko Resources 提供 3.4 亿美元

高级担保贷款安排（含勘探权购买和矿业特

别税）。Niko Resources 是一家多伦多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在印度（D6 区块）、

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其他新兴市场拥有

石油和天然气资产 。 

• Equis Funds Group 收购润发投资集团

（Runfar Gas）47%的股份（以及提供进

一步企业成长资本的选择权），润发投资集

团是中国天然气输配资产的开发商和运营

商，包括横跨中国五个省份的四条运营中和

 



 

六条后期建设阶段的天然气管道，为住宅、

工业和商业客户提供管道天然气 。 

• 中石化（Sinopec）对 Repsol Brasil S.A. 

71 亿美元的投资。Repsol Brasil S.A. 是

Repsol YPF, S.A. (Repsol) 的子公司，持

有 Repsol 在巴西的所有上游资产。根据这

项投资，中国石化在完全稀释的基础上认购

了 Repsol Brazil 40%的新股。这笔交易被

《亚洲法律顾问》杂志（Asian-Mena 

Counsel）评为“年度最佳交易”。 

• 中海油（CNOOC）斥资 22 亿美元收购

Chesapeake Energy 油气租约 33.3%的未

分割权益，该租约覆盖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

鹰福特（Eagle Ford）页岩 60 万英亩的地

区。这是自中海油竞购优尼科（Unocal）

失败以来，中国企业首次对美国能源领域进

行重大投资。该交易被《亚洲法律顾问》杂

志（Asian-Mena Counsel）评为“2011 年度
最佳交易”之一。 

• 中石化（Sinopec）斥资 6.8 亿美元收购雪

佛龙（Chevron）在印度尼西亚价值 60 亿

美元的 Gendalo-Gehem 深水项目 18%的

股份（涵盖 Makassar、Rapak 和 Gamal

区块）。  

 一家中国建筑公司为南亚一家发电厂签署工

程、采购和施工（EPC）合同。 

 一家美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中国山西省煤炭

资产 。 

 一家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从一家美国私募

股权公司收购位于哥伦比亚的石油资产。 

 中海油（CNOOC）与一家油气巨头企业签

订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以向中国南方

的液化天然气终端供应液化天然气。 

 Ping Petroleum 向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出售

30%的股权，用于从由壳牌（Shell）和埃克

森美孚（ExxonMobil）组成的联合体收购北

海Anasuria Cluster的石油和天然气资产。   

 中石化（Sinopec）斥资31亿美元收购阿帕

奇公司（Apache）在埃及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33%的股份。该交易标志着中石化首次进入

埃及市场，并在2013年埃及革命期间进行谈

判。 

 一家全球金融赞助商为亚洲油气资产的收购

和运营建立新的平台，包括与管理团队签订

合同。 

 中石化（Sinopec）斥资103亿加元收购

Addax Petroleum Corporation，这是一家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加拿大公司，在西非和中东拥有资产。这

笔交易被《亚洲法律》杂志评为“年度最佳

交易”，并被2020年ALB中国法律大奖评为

“年度最佳能源和资源项目奖”。 

 由中海油（CNOOC）和中石化

（Sinopec）组成的联合体收购Talisman 

Energy Inc.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所有油气

资产，包括上游权益、陆上设施和管道权

益。这笔涉及股票和资产收购的交易为3.8

亿加元。 

 Singapore Petroleum Corporation斥资

2.23亿美元收购一家美国公司并持有中国渤

海湾两个油气区块权益的交易。这是2007

年亚洲第五大上游并购交易。 

荣誉称号 

IFLR1000: 世界顶尖金融律师事

务所指南  

能源与基础建设, 公司并购 2020 

— 明日之星 

钱伯斯全球指南 

被评为 “后起之秀”  

 

亚太法律 500 强 

被推选为“推荐律师”  

客户称赞他拥有“非凡的谈判技

巧”，并夸奖他“显然是一个非

常聪明的人”。 

任命及成员 
• 新加坡律师协会会员 

• 新加坡法律学会会员 

• 新跃社科大学 (SUSS) 研究员 

• 国际石油谈判者协会会员 

出版刊物 

• 《钱伯斯全球法律实务指南：区块链》

2020 年版（新加坡篇）。 

• “陆上/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在中国做生

意》。 



 

• “上市公司收购中的风险管理”，China 

Dealmaker 。 

• “在中国组织和谈判并购交易”，中国兼并与

收购的最佳实践：领先律师对法律变化和发

展趋势的理解，引导审查和批准程序，并确

定成功并购交易的关键步骤，《内心思考》

(Inside the Mind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