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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月敏  

董事, 争议解决部门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学士荣誉学位 (2006) 

新加坡最高法院辩护律师 (2008)  

T:+65 6531 2799   F: +65 6220 0324   E: yuetmin.foo@drewnapier.com 

关于 符月敏 

符月敏于 2006 年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于新加坡

国立大学。在 2008 年加入德尊之前，月敏曾担

任新加坡高等法院的书记员。2010 年和 2011

年她还被任命为新加坡高等法院青年法庭之友

计划的成员。  

月敏主要就与各种商业合同相关的民事纠纷向

客户提供咨询，旨在为客户提供在商业上可行

的方案。一位客户称赞她 “非常熟练” ，“非常专

注于客户的需求。” 

月敏经常以首席律师的身份在新加坡法院出

庭。除了保持积极的诉讼实践外，月敏的许多

事务都涉及 SIAC 和 ICC 仲裁以及与仲裁相关

的法庭程序。她在处理多语种诉讼程序(包括法

庭和仲裁) 方面特别有经验和兴趣，并根据《贸

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了双语国际仲裁。  

她曾被任命为 SIAC、ICC和特设国际仲裁的仲

裁员，也是SIAC预备仲裁小组的仲裁员。她还

根据加急程序进行了SIAC仲裁。 

月敏与他人合著，撰写了《钱伯斯和合伙人全

球实践指南 – 诉讼 2022》 (新加坡章节)。 

月敏会讲英文、普通话、马来语和闽南话。 

相关经验 

月敏成功处理了复杂和高价值的事务，从海上

钻探合同和包括发电厂纠纷在内的建筑事宜，

到与重大体育赛事的商业权益相关的纠纷，以

及银行和金融纠纷等。月敏处理过的一些事务

包括： 

国际仲裁 
 

• 成功代表一家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国际公司集

团，通过与一家中东公司签订价值数亿美元的

一系列中长期合同，成功收回超过2000万美

元。该争议涉及高价值海上设备的部署和运

营。该诉讼还涉及以多种语言提供的证据，同

时将其翻译成英文。 

 

• 成功代表一家国际体育营销、媒体和赛事管理

集团，就超过1.3亿美元的合同索赔进行辩护。

这场争端发生在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

中，涉及一项重大体育赛事的国际转播权。作

为仲裁程序的一部分，月敏成功地反驳了对司

法管辖权的长期挑战。 

• 代表同一国际体育营销、媒体和赛事管理集团

处理涉及阿拉伯地区体育赛事媒体权利的诉

讼，取得了对客户有利的结果。诉讼涉及阿拉

伯文文件和与国家有关的机构。  

• 在一起涉及三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合资企业诉

讼中担任律师，并成功地为作为诉讼程序一部

分的费用担保申请进行辩护。  

• 在涉及投资估值技术方面的私募股权诉讼中代

表一家制造业集团公司，为客户取得了有利的

结果。争议金额超过 6000 万美元。 

• 成功代表一名著名的岩土工程专业承包商，处

理在印尼发生的涉及大型地面工程的诉讼，为

客户取得了有利的结果。 

• 处理因在印度建造一个大型燃煤超临界热力超

大型发电厂项目而引起的诉讼。仲裁中的索赔

金额超过 5.79 亿美元，涉及英国法律、新加坡

法律和印度法律。正在进行的事项还涉及德里

高等法院的平行诉讼。 

• 代表一家亚洲投资基金，处理因试图收购一家

运营大型区域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公司的控股

股权而引发的诉讼。这场诉讼引发了多起法庭

和仲裁程序。  

国内仲裁 
 

• 成功地反对了对SIAC仲裁中涉及建造高价值

海上设备的先决问题进行即决裁定的申请。 

 

与仲裁有关的诉讼 

• 在新加坡上诉庭就 PT Perusahaan Gas 

Negara (Persero) TBK 诉 CRW Joint 

Operation [2015] SGCA 30 一案作出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裁决中，成功代表被告承包商

CRW。这起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案件，涉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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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泛使用的 FIDIC 合同（Fidic Contracts）执

行争端裁决委员会（DAB）的裁决，也是有关

临时仲裁裁决在新加坡的可执行性的重要裁

决。这一决定在2016年 GAR 大奖中获得了

“过去一年最重要的公开决定” 亚军。  

• 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12A条的规定，在新

加坡法庭成功获得一项全球性的 Mareva 禁

令。这项总额超过2,600万美元的禁令是为了协

助在泰国进行的有关长期石油特许经营权的仲

裁。在同一项泰国仲裁所引起的另一项诉讼中

成功获得反诉禁令。  

• 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10条的规定，成功驳

回了在对管辖权裁决提出上诉之前暂停 ICC 仲

裁的申请。BLY 诉 BLZ & Another [2017] 

SGHC 59一案的裁决，是新加坡高等法庭的法

官在根据第10条考虑暂缓令适用的标准方面作

出的第一项裁决。仲裁中的基本争议受纽约法

律管辖。 

• 在 CMJ 诉 CML [2021] SGHC(I) 20 一案中，

成功驳回了 SICC 撤销仲裁裁决的决定。月敏代

表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之一，

为 3000 多万美元的仲裁裁决辩护。  

 

诉讼及其他事宜 
 

• 鉴于原告滥用诉讼程序等原因，在新加坡法院

成功撤销了一项全球性的 Mareva 禁令。新加

坡高等法庭正在进行的主要诉讼包括一场为期

18天的庭审，证人和专家从海外经过同声传译

在线作证。月敏担任首席律师。 

• 在新加坡一家大型国际银行最大的一起私人银

行索赔之一中为原告BVI公司代理。索赔金额为

2.82亿美元，涉及大量事实及复杂的技术问

题。  

• 代表一家领先的中国男装设计师品牌的创始人

和多数受益人，处理涉及银行/托管人 – 客户责

任、经纪业务和程序、CFD交易和复杂的合规

问题等特殊问题的2600万美元的索赔。月敏担

任首席律师。  

• 代表一家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处理与前雇

员的税务纠纷。此案涉及多宗在法院提出的实

质性非正审申请，最终获得了对设计公司有利

的结果。 
 

• 在与受德国法律管辖的IPO咨询协议有关的纠

纷中，为一名超高净值人士代理，并为客户取

得了有利的结果。 
 

• 代表世界最大的港口运营商之一，处理由其一

名员工向新加坡法庭提起的过失索赔。该员工

索赔的原因是在1980年代使用过石棉，而当

时，新加坡还未禁止使用石棉。  
 

荣誉与奖项 

亚太地区法律 500 强  

国际仲裁 2022 – 推荐律师  

‘符月敏对自己的案件了如指
掌，在听证会前的准备工作
中一丝不苟，在听证会过程
中也表现的非常积极。’ 

‘符月敏令人印象深刻。’ 

法律 500 强仲裁实力

榜：东南亚 2022 

被公认为是东南亚地区领先的仲裁员。  

Who’s Who Legal 

全球精英思想领袖 – 45 岁以下: 仲裁 – 未来领

导者 2023 

全球指南：仲裁 2023 – 连续 7 年获评未来领导

者  

全国指南：东南亚 – 仲裁 2022 – 连续 2 年获评

推荐律师  

全国指南：东南亚 – 诉讼 2022 – 连续 2 年获评

推荐律师 

符月敏是 “一位准确、高效、创新的优秀律师”,  

“判断力强，非常关注客户的目标。” 

亚洲法律杂志  

2022 年亚洲 50 强诉讼律师 

被公认为是该地区 50 强诉讼

律师之一。 

符月敏的建议 “具有战略性，也
很明智，并坦率地指出哪些方案可能会带来有
利地结果。让你真切地感觉到她是站在你这边
的，不会把你卷入不符合你利益的战斗。” 

亚洲法律杂志  

SE 亚洲法律大奖 

被评为 2021 年度最佳青年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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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亚洲法律杂志评为该地区 40 名 40 岁以下杰

出法律人才之一 – “40 岁以下 40 人名单” (2016

年 10 月刊) 

国际最佳律师: 新加坡  

诉讼 2023 – 连续 2 年获评受认可人士 

印度商法杂志 

2020 年 8 月出版的印度商法杂志 (IBLJ) 中，, 

根据市场反馈，月敏被 “强烈推荐”，担任印度

法律事务顾问。  

在 IBLJ 2015 年 6 月刊中，一位委托该律所处

理国际仲裁事务的客户称月敏“非常熟练，非常
专注于客户的需求。” 

asialaw 领先律师 

“月敏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可靠且反应迅速。
她提供了良好的建议，新颖的解决方案，为客
户取得了优秀的结果。毫无疑问，她是新加坡
诉讼解决方面未来的领导者。” 

“月敏是一位优秀的律师。她了解所有技术问
题，并规划了前进的道路。” 

“杰出的辩护律师，提供优秀的建议。月敏为我
们获得了很好的结果。” 

“无论时间多么紧迫，月敏律师总是能够提供及
时、实用的建议。” 

新加坡商业评论 

2015 年新加坡 40 位 40 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律

师 – 上榜律师 

任命/成员 

• 自 2020 年 9 月起成为 SILE CPD 计划下的认

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Panel）的成员 

• 商品和服务税 (GST) 审查委员会委员（2020 

至 2022 年) 

• 自 2018 年末起担任第 4 家中拘押咨询委员 

(HDAC4) 会成员 

• 青年 MCIA （孟买国际仲裁中心）指导委员

会委员 (2019 至 2021 年) 

• 自 2017 年 12 月起担任律师公会调查小组成

员 

• YSIAC 委员会委员 (2014 至 2018 年)  

• 特许仲裁员协会会员  

• 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成员 (ICCA) 

• 新加坡管理大学客座讲师（2017 年国际仲裁

实践课程讲师） 

• 新加坡法律学会会员 

• 新加坡律师公会会员 

• 新加坡法律学会公共和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2011/2012) 

新加坡国际法学会荣誉司库 （2007 至 2015

年） 

董事 

• BABSEACLE 董事  

• T.H.E. Dance Company Ltd 董事 

刊物和作品 

• 与他人合著，撰写了由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意大利科学版）出版的《仲裁法条

例》意大利版中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仲裁章

节，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