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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耀律师简介 

郭俊耀律师是德尊（新加坡）律师事务所印尼

工作组以及公司破产重组业务部的主管。  

他擅长于跨境并购、合资企业设立、私募股

权、债务及公司重组领域。郭俊耀律师连续多

年被权威法律专业媒体评为领域杰出律师。 

在印尼，郭俊耀律师为境外投资者及印尼企业

就股权减持及外商合资企业设立的事宜提供建

议。他也为印尼的高净值人群和家庭提供建

议，特别是在印尼的税收特赦和依据通用报告

标准采纳信息自动交换之后。 

自 2000 年以来，郭俊耀律师一直从事与印

尼。他参与了印尼许多采矿项目, 平均每年前

往印尼 15 到 20 次。 

在债务重组及公司重组方面，郭俊耀律师及其

团队，向诸多印尼重大重组事宜提供协助，其

中大部分违约事件涉及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

司。 

多年来，郭俊耀律师与中国多家国有企业建立

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在过去的 20多年中，他

为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其中一些是以预付形式提供服务。   

郭律师可用普通话交流及书写，并精通印尼

语。 

执业经历 

郭俊耀律师的主要实践领域是公司金融业务，

侧重跨境并购、设立合资企业、私募股权、债

务重组以及公司重组。郭俊耀最近的参与的项

目有：  

公司并购 

• 全权代理美罗与 PT. Trans Corpora 价值新

币 2 亿的合资企业，其中包括开发，营销和

销售五栋位于印尼雅加达勿加泗的 32 层高

的住宅楼。    

• 全权代理美罗与 PT. Trans Corpora 价值新

币 1.5 亿的合资企业，其中包括开发，营销

和销售多个位于印尼雅加达 Bintaro 的住宅

楼。 

• 就中远海运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就物流

公司 Cogent Holdings Limited 的 4880.7 万

新元现金收购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 全权代理 CVC 的资产重组项目，涉及 Asia 

Color 有限公司，PT Matahari Department 

Store Tbk (Matahari), PT Multipolar Tbk 及 

PT Matahari Pacific，后续公开发行

Matahari 的 40%股份，募集约 13.6 亿美

元。 

• 代理 SATS有限公司以大约 1.183 亿新币收

购 PT Cardig Aero Services Tbk 的 41.65%

股份。 

• 代理 FJ 本杰明集团和 PT Sukses Mitra 

Persada 在 FJB 印尼零售业务与 Saratoga

形成联盟。该事宜包括股东协议及转让印尼

零售业务的 25%普通股和未清偿债券，完全

稀释基础上估值为 1.208 亿美金。 

• 代理凯德集团（“凯德”）与印度尼西亚的

Credo 集团在雅加达地区合资发展综合项

目。总投资成本为 2.2 亿新币。这是凯德集

团在印尼发展的首个综合项目。 

• 全权代理 Dombas Mas Group 出售其油化工

厂给 Bakrie Sumatera Plantations。该笔交

易涉及由数个金融机构持有的超过 8 亿美元

的债务重组，以及与 Proctor & Gamble 签订

的价值 20 亿美元的销售合同。 

• 全权代理数个棕榈油种植园的销售及并购交

易。 

• 代表一家业内领先的新加坡零售商就其在印

尼的零售业务进行股权重组。该零售经营涉

及与两家印尼当地企业集团设立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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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权代理印尼一家私人制药公司及之后其与

外国投资者设立的合资企业的大规模股权重

组与收购。 

• 全权代理印尼一家私人包装公司及之后其与

外国投资者设立的合资企业的大规模股权重

组与收购。 

• 代表印尼及外国投资者在印尼成立并发展经

营酒店集团。 

• 代表新加坡投资方收购一家印尼纸业公司总

值达数百万新加坡元的全部股本；并在成功

收购后，完成总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债务重

组。 

• 全权代理日本及印尼两家大型航空公司之间

设立合资企业。 

• 全权代表一家印尼最大的旅游经营机构拓展

新业务并筹集风投资金。 

• 作为印尼一家国有金融机构的全权代理律师

就其涉及相关外国金融机构的撤资与业务拓

展提供法律意见。 

• 代表一家印尼最大的有线电视上市公司以主

要私募基金进行投资。 

矿产 / 自然资源 

• 代理 BGP CNPC, 中国石油（中国最大的国

有企业石油专业）的新加坡子公司自 2014

年以来在中国的投资和项目。 

• 代理 BGP CNPC 价值 1.5 亿美元的造船投

资。这项投资涉及了现有债务的重组和一家

来自韩国造船厂建造一艘价值 8600 万美元

地震勘测船的招标。招标过程涉及了来自多

个国家的造船厂。郭律师是招标过程的协调

顾问，并负责谈判和起草有关地震勘测船的

改组和建造的最终文件。 

• 代理 BGP CNPC 在东非的一个石油勘探，

开发和生产项目中提供法律咨询。郭律师是

协调顾问, 负责组织交易和谈判各种协议，

包括谅解备忘录和股东协议。 

• 代表中国石油的新加坡子公司 BGP 

Geoexplorer，对前澳洲前亚政治家克莱

夫·帕尔默 (Clive Palmer) 的公司进行债务

追偿。BGP Geoexplorer 成功获得了 1700

万美元的判决。 

• 代表一家印尼矿业公司就其从 Sojitz 

Corporation 回购 30％的股份提供法律咨

询。  

• 代表一家离岸公司就其收购 South Natuna

天然气田的权益以及银行信贷融资的再融资

提供法律服务。 

• 全权代理数个涉及收购及出售印尼采矿特许

权的项目。 

• 全权代理数个涉及总面积超过 100,000 公顷

的印尼矿区的排他包销协议、特许权使用费

协议、联合操作协议的签订。 

• 全权代理多个涉及印尼数百万吨矿产供销的

矿产贸易合同的签订。  

• 代表 Sawit Mas Group 出售其在印尼的棕榈

油种植园，该笔交易涉及多个总值超过 5 亿

美元的债务及对冲义务的重组。 

• 代表一家业内领先的棕榈油炼油上市公司在

印尼收购土地。 

• 为凯利板上市公司 Resources Prima Group 

Ltd, 就其涉及通过 PT Rinjani Kartanegara

持有的煤炭特许权以及随后的另一种煤炭特

许权和另一项镍特许权的潜在 RTO 提供法

律咨询。 

• 为一家主要的印尼煤炭生产集团就东加里曼

丹的各种能源相关项目提供法律咨询。 

债务重组 & 公司重组 

• 为 Titan Petrochemicals Group Limited 价

值 4.6 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提供法律咨询。当

中包括其在违约的 4 亿美元担保优先票据、

价值 4796 万美元担保优先可转换票据和价

值 12,715,822 美元担保优先实物票据下的

支付义务。Titan Petrochemicals 是亚太地

区，尤其在中国的石油物流及海洋服务供应

商。该集团拥有亚洲最大的多功能修船及造

船厂。公司最大股东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

是一家大宗商品、能源和资源贸易公司，主

要从事石油产品、有色金属材料、煤炭、化

工产品等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该公司是原

油、成品油、煤炭和其他化工产品的注册贸

易商，并在中国及海外经营炼油厂及仓储设

施，以及与之相关的物流及其他资源。 

• 代理中国纤化科技集团 Fibrechem 

Technologies Limited 的债务及公司重组。

中国纤化科技集团是一家位于福建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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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新交所上市。公司的债务重组总额

估计超过 7,800 万美元，当中包括了由拥有

20 多年印尼纺织业经验的“白武士”投资

者高达 5000 万美元的投资。 

• 中国能源有限公司 China Energy Limited

（新交所上市）的公司重组。 

• 鸿星尔克集团 China Hongxin Sports 

Limited（新交所上市）的公司重组。 

• 为华彬国际 Reignwood International 在

Opus 集团投资的合理性提供法律咨询。华

彬国际持有 Opus 集团里 70%的股份，该集

团收购了位于百慕大群岛、新加坡、中国和

香港等多个司法管辖区的价值 11 亿美元的

钻井船和半潜式钻井平台。华彬国际与另一

位债权人已向 Opus Group 的控股公司提出

清盘申请。 

• 为华彬国际 Reignwood International 在印

尼的投资和大宗商品业务提供法律咨询。 

• Ezra Holdings Ltd. 价值 11.9 亿美元的债务

及公司重组。全权代理和指导 Ezra 

Holdings Limited 的董事会履行职责，使

Ezra Group 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充满挑战的

经营环境中致力于重组其债务和公司交易。

Ezra Group 当中包括了 Triyards Limited 和

Emas Offshore Limited 集团公司，都在

SGX-ST 的主板上市。2017 年 3 月 18 日，

Ezra Holdings Limited 以及其某些子公司根

据美国破产法第 11 章申请救济。Ezra 

Holdings Limited 保证了 Ezra Group 的财务

义务, 其中包括约 4 亿美元有关 EMAS 

Chiyoda Subsea Limited 与其子公司(“ECS 

Group”) 所包租的租船责任，ECS Group 约

5 亿美元的贷款欠款，以及有关履行和/或银

行所担保/ Ezra Holdings Limited 为 ECS 

Group 开展的项目所采购的大量但不可量化

的或有负债。 

• Asia Pulp & Paper group of companies 

(“APP Group”) 价值 140 亿美元的债务及公

司重组。APP Group 是世界上最大的纸浆生

产商之一，其主要运营公司设在中国及印

尼，并在全球拥有超过 250 家子公司。APP 

Group 的债券主要在纽交所注册交易，而其

股票则分别在新加坡、雅加达、泗水上市交

易。 

• 为 PT Berlian Laju Tanker Tbk，为一家在新

加坡及雅加达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印尼公司，

执行 26 亿美元重组项目。该交易荣获《亚

洲法律顾问》 “年度杰出交易”奖 和《国

际金融法律评论 2016 年亚洲颁奖》“年度

杰出重组交易”奖 

• 一家全球 500 强企业总值 20 亿美元的债务

重组。 

• 一家大型航运公司总值 10 亿美元的债务及

公司重组。 

• Domba Mas group 总值 8 亿美元的债务及

公司重组。 

• 印尼某农业集团总值 5 亿美元的债务及公司

重组。 

• 印尼某发电集团总值 3 亿美元的债务及公司

重组。 

• Oceanus Group Limited 总值 1 亿新元的债

务和公司重组。 

资本市场 

• 作为迎宏控股有限公司的新加坡法律顾问，

协助该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

开募股 1 亿股股份。 

• 作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营业的一家精密制造

公司的新加坡法律顾问，协助该公司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的上市计划。  

• 作为一家新交所上市公司的新加坡法律顾

问，协助该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双重上

市计划。 

• 作为一家位于香港的软技能培训和发展程序

员提供商的新加坡法律顾问，协助该公司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计划。 

• 作为一个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硬件和

机械供应商的保荐人的新加坡法律顾问，参

与该拟议上市。  

• 全权代理 Oceanus Group Limited 发行

19,682,830,852 新股，作为公司债务重组的

一部分。 

• 代表 Universal Resource and Services 

Limited 通过私募方式向 Haven Fund VI 和

Fides Capital Partners 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提

供法律咨询。 

• 代理中国能源 China Energy Limited 从新交

所主板的自愿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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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行代币产品 

• 代理一家位于新加坡的加密货币交换平台开

发者的加密货币计划。 

• 代理一家内容使用区块链开发商的加密货币

计划。 

• 代理一家数据隐私区块链开发商的代币销售

和上市计划。 

• 代理一家加密货币支付服务提供商在火币网

的代币上市计划。 

• 代理一家链管理区块链开发商在火币网的代

币上市计划。 

荣誉称号 

亚太法律 500 强 

2021 年债务及公司重组– 推

荐律师(连续六年)  

2020 年工程与能源– 推荐律

师(连续两年) 

2019 年公司并购– 推荐律师

(连续两年) 

客户们称赞俊耀他“绝对一流”且“尽心尽力

和专业”，并且“不局限思维，能够提供多重

方案处理可能存在的客户风险及关切事宜。” 

俊耀能“出色地制定和实施有效而且具创造性

的策略，为一开始似乎毫无希望的债务成功进

行了重组”。 

他“非常勤奋，聪明，并富有创造力”，是一

支强大重组团队的“优秀”领导者。 

钱伯斯亚太指南 

2021年债务及公司重组 –    

杰出律师 (连续十一年) 

“他不仅能提供法律建

议，还能在商业方面提供

帮助。他对印度尼西亚的法律问题也拥有丰富

经验和知识。” 

“他总是能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以别出心裁

的解决方案应对客户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消除他

们的担忧。” 

“他的职业道德和他对印尼广泛的知识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擅长于促成商业交易，特别专注于中国和

印尼。” 

一位客户赞赏俊耀他“不局限思维，提供多重

方案处理可能存在的客户风险及关切事宜”的

能力 

钱伯斯高净值指南 

2020 年私人财富法律：印尼 （国外专业知

识） – 杰出律师(连续四年) 

俊耀的业务范围广泛，包括私募股权，跨境并

购和合资事宜。 他与印尼的客户和富有的外

来投资者密切合作。 

俊耀帮助高净值家庭和个人处理私人客户事

务，包括重组、房地产和信托事宜，重组离岸

控股结构和业务，以及协助移民和公民身份申

请。 他也就税收效率和遵守共同报告标准提

供建议。 

Who’s Who Legal 

2021 年债务及公司重组 – 杰出律师(连续四

年) 

俊耀被描述为“勤奋”而且“极其聪明”；同

时也凭借“处理极其复杂的跨国债务重组时具

创造性” 广受同行的赞赏。 

他是“在跨境债务重组和企业重组方面享有盛

誉的专家。” 

IFLR1000: 世界顶尖金融律师事

务所指南 

 2021 年债务及公司重组–  
备受推崇, 连续四年 

推荐律师(连续六年, 从 2012

年到 2017 年)  

客户称赞郭俊耀律师“头脑聪明，富有创造

力，做事勤奋”。他“游刃有余地带领客户解决

复杂的跨境债务重组问题。” 

“他非常了解法律内容，也具有商业观点，这

对重组非常有帮助。” 

“俊耀对我们运营的印尼市场有着深入的了解

和渊博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帮助我们做出重大

撤资决定时尤为重要。他能够跳出思维定式，

在考虑法律问题的同时向我们强调商业意

义。” 

俊耀被视为“极其聪明”，“勤奋”和“创造

性”。 

一位客户称赞俊耀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非常

出色”。他也“反应快，能够迅速地满足客户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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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的反馈，俊耀“反应快，而且能够就

法律问题以及所产生的商业影响提供出色的建

议” 

另一位客户则说：“他对新加坡法律广泛的知

识以及对印尼法律环境良好的把握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不局限

思维，提供多重方案处理可能存在的客户风险

及关切事宜。” 

一位客户说：“我多次接触郭律师及其团队。

我对郭律师的责任感及专业精神印象深刻。该

团队不仅提供法律建议，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

能给出不受局限的方案，以解决客户可能遇到

的风险与顾虑。” 

Asia Legal Business 

在 2020 年被评为东南亚杰出交易律师 

(Dealmaker) 之一 

Asialaw Leading Lawyers 

2021 年债务及公司重组–顶尖律师(连续两年) 

2019 年公司并购–推荐律师 

“除了对印尼法律和工作环境有广泛的知识，

俊耀也能不局限思维，提供多重方案处理可能

存在的客户风险及关切事宜。” 

“知识渊博，具有商业头脑。” 

“专业技能与商业敏锐性完美结合。” 

Asialaw Client Service 
Excellence  

根据客户反馈，在 2020

年被公认为重组与破产领

域评价最高的律师之一 

最佳律师：新加坡 

2022 年债务及公司重组–连续十一年被授予

“最佳国际律师”称号 

任命及成员 

• 新加坡律师协会会员 

• 新加坡法律学会会员 

• 英国伦敦中殿律师公会会员 

• 劳动力提升总会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