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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u Menon  
银行与金融业务，副主管 

公司及金融部，董事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杜伦大学（2006） 

新加坡最高法院授予律师资格证书（2008）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律师资格 (2011） 

电话: +65 6531 2253   传真: +65 6535 4864   电邮: renu.menon@drewnapier.com 

RENU 简介 

Renu于2014年加入了德尊（新加坡）事务所的

公司及金融部。在加入德尊以前，Renu在新加

坡一家知名律所的纠纷解决部门和一家澳大利

亚律所的银行与金融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Renu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实践经历让她能够

在国内和跨境纠纷、公司和商业交易及证券安

排等一系列业务里为知名人士、企业、贷款人

和借款人提供法律咨询。 

Renu目前为一系列融资业务提供法律咨询，包

括双边和银团贷款、并购融资、债务重组和债

务资本。她也为与监管和证券交易相关的工

作、并购以及其他常规公司事务提供法律咨

询。 

执业经历 

Renu 曾参与的重要交易包括:   

• 代表发行人和担保人，就 OUE Treasury Pte 

Ltd 在 OUE Limited 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担

保下发行 30 亿新元的多币种中期票据计划的

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发行人 Hotel Properties Limited，为其

制定 10 亿新元的多币种债券发行方案，并根

据该计划首次发行本金总额为 1.5 亿新元的

永续证券。 

• 代表发行人 Tuan Sing Holdings Limited，更

新其 9 亿新元的多币种中期票据计划，并根

据该计划发行票据。 

• 代表 Hotel Properties Limited 就其赎回 2012

年发行的本金为 1.5 亿新元的永续资本证券

的事务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发行人 OSIM International Ltd，在新交

所上市发行本金为 1.7 亿美元的无担保可转

换债券。 

• 为一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商、所有者和运营

商担任新加坡本地法律顾问，处理新加坡法

律在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国际担保绿色债券方

面的特定事务，其收益用于资助可再生能源

项目和现有债务。 

• 担任江苏长电科技有限公司（JCET）的新加

坡法律顾问，处理该公司与 STATS 

ChipPAC Ltd 的 7.8 亿美元（约合 10 亿新

元）有条件的自愿常规要约相关的融资安

排。 

• 为出口信贷机构日本国际合作银行，韩国进

出口银行（KEXIM）和国际商业银行东京三

菱 UFJ 银行、瑞穗银行有限公司，三井住友

银行公司和荷兰国际银行（ING Bank N.V）

就融资所涉及的具体的新加坡法律安全问题

担任地方法律顾问，参与 PT Cirebon Energi 

Prasarana 斥资数十亿美元开发的印度尼西

亚西爪哇的 Cirebon 燃煤电厂 1,000 兆瓦的

扩建项目。 

• 代表 COSCO SHIPPING 中远海运国际（新

加坡）有限公司，由中国银行授予最高 3.5

亿新元的贷款，为其以 4.8807 亿新元现金收

购新交所上市的物流公司 Cogent Holdings 

Limited 提供部分资金。 

• 为中国工商银行的一系列交易提供法律服

务，包括一笔为一家知名中国科技公司提供

的数百万美元的跨境贸易融资工具。 

• 代表 Bankmecu，向社区住房供应商提供数

百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建筑和周转资金，并

以大量财产作担保。 

• 为本迪戈和阿德莱德银行（Bendigo and 

Adelaide Bank）就一系列交易提供法律咨

询，包括向社区住房提供商提供数百万美

元，用于发展和营运资金的多选择融资。 

• 为悉尼银行（原 Beirut Hellenic 银行）进行

的一系列交易提供法律服务，包括用于海外

生牛供应的数百万美元的贸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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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家本地公司的新加坡法律顾问，就其

控股公司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的提案提供法律服务。 

• 作为新加坡法律顾问，为一位主要投资者就

以 25 亿美元（通过一级和二级购买）收购

Flipkart 的第一轮优先股（相当于 Flipkart 约

20%的股份）提供咨询服务（Flipkart 的估值

为 116 亿美元），以及与沃尔玛公司（通过

其子公司沃尔玛国际控股公司）收购 Flipkart

约 77%股权有关投资的后续处置（Flipkart

的估值为 208 亿美元）。该交易被授予《亚

洲律师：2019 年亚洲法律大奖》 - 年度

TMT 交易和《印度商法杂志：2018 年度交

易》 - 涉及印度各方的前 50项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交易。 

荣誉与奖项 

亚太法律 500 强 

银行与金融 2023 - 连续六年

获评为推荐律师 

资本市场 2023 – 连续两年获

评为推荐律师 

项目和能源 2023 – 连续两年

获评为推荐律师 

Renu Menon 非常乐于助人，尽管她的日程安
排非常紧张，但她还是迅速做出了回复。她的
建议实用且有益。” 

她在“银行和双边贷款、收购融资和项目融资

方面拥有良好的业绩。”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IFLR1000: 全球领先的金

融律师事务所指南 

银行与金融 2022 

"聪明、勤奋、专心致志的与客户合作，在提供
可实施和实用的解决方案时，考虑客户的需求
（没有过度的律师服务）。  

"Renu 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为我们指出协
议中的许多关键条款，尽管这些协议是几年前
签署的！ 她对文件和法律问题了如指掌。在有
各方参与的谈判中，她总是让客户感到很  '安
全'。" 

“与她合作非常愉快。她具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并且对截止日期特别关注。” 

“她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出色的沟通
和交付能力。” 

“反应灵敏且高效。” 

“友好且很好相处，知识渊博并能够快速提供
解决方案。” 

“她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高效、细致且经验丰
富。” 

亚洲法律杂志 

新加坡崛起之星 2022 – 获认可律师 

Renu 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称赞她“专业、
高度胜任，在交流中友好、得体”， “非常敬
业”，“对主要内容具有扎实的知识，非常关注
时间要求。” 

新加坡商业评论  

新加坡 40 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 18 位律师
2021 

Asialaw 卓越客户服务 2020 

银行和金融 – Renu Menon 

亚洲法律顶尖律师 

她“对潜在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为我们提
供相关建议，并提出了前瞻性建议供我们参
考。她的分析深入而透彻，但却容易理解，并
具有商业实用性。” 

出版物 

• 与他人合著《贷款和担保融资的国际相对应

的法律指南：新加坡章节》 (2018 – 2022) 

• 与他人合著《Woon 公司法: 股份、债券和费

用》 (2021) 

任命及成员 

• 新加坡法律协会成员 

• 新加坡法律学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