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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安 

顾问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士学位（1982）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学士荣誉学位（1986） 

伦敦大学法律，硕士学位（1988） 

在 1987 年取得新加坡律师协会律师资格 

T: +65 6531 2206  F: +65 6535 4864   E: boonann.sin@drewnapier.com 

陈文安律师简介 
陈文安律师因其在资本市场的专业知识而在业

界倍受多家法律期刊认可和推崇。他还非常擅

长企业金融和并购业务。  

陈律师于 1987 年开始私人执业，在处理企业

金融交易方面拥有深厚造诣。2009年，他为新

加坡的大量首次公开募股企业提供法律咨询。

他还为上市公司的二次股票发售和债务发售提

供法律咨询，并就公司的监管合规提供建议。 

陈律师也是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趋同问

题法律专题委员会的成员。1999 年，他还成为

政府指定的公司立法和监管框架委员会成员，

负责审查新加坡的公司法令和监管框架，并为

实现全球标准和促进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提

供建议。  

1996年至 2011年，文安律师是淡滨尼集选区

议员。 

执业经历 
陈律师所办理过的部分交易包括： 

• 2020 年代理总部位于俄罗斯的农业公司

Don Agro International 在新加坡交易所凯

利板的首次公开募股。这是首家在新加坡交

易所上市的俄罗斯企业。 

• 2016 年代理 The Trendlines Group Ltd 的

2500 万新元首次公开募股和在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凯利板上市。这是首家在凯利板上市

的以色列孵化器机构。 

• 代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子

公司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SPC）首批股份，以

及随后的全面收购要约和强制性收购剩余少

数股权，SPC 的整体估值为 32 亿新元。这

笔交易是近年来最重大的收购案之一： 荣

获《亚洲法律杂志》东南亚法律大奖 –2010

年“年度新加坡并购交易大奖”，《亚洲法
律顾问》2009 年“年度最佳交易奖”。 

• 在 Transcu Ltd. 发起的 6.75 亿新元反向收

购中为 Eng Wah Organization Limited 提

供法律服务；这笔交易获得 BMW《亚洲法
律杂志》东南亚法律大奖 2009 年"年度股票
市场交易大奖"提名。 

• 为 Eng Wah Organization Limited 提供法

律服务，处置其价值 1.13 亿新元的业务及

物业资产。 

• 2008 年为 Healthway Medical 

Corporation Limited 4880 万新元首次公

开募股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这是首批在新

加坡凯利板上市的企业之一。 

• 代理发行人 Lucky Condotel Limited 及其

担保人 Lucky Square Pte. Ltd.在新加坡证

券交易所发行并上市的 1.05 亿新元固定利

率担保票据和 1.05 亿新元浮动利率担保票

据，两者均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到期。 

• 代理 Seatown Corporation Ltd （已司法

管理）8360 万新元的债务安排方案。 

• 代理 Asia-Pacific Strategic Investments 

Limited 根据 Seatown Corporation Ltd 

（已司法管理）8360 万新元的债务安排方

案介绍上市。 

• 为 Connect Holdings Limited 以（约）

9620 万美元要约收购 Pacific Internet 

Limited（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加坡公

司）提供专业咨询。 

• 为一家美国博彩公司对新加坡圣淘沙综合度

假村大型项目的初步报价提供咨询。 

• 2005 年代理 Sarin Technologies Ltd 

2210 万新元首次公开募股和上市，这是首

家在新加坡上市的以色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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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 Petra Foods Limited 1.56 亿新元首

次公开募股和上市；这笔交易获得《亚洲法

律杂志》2004 年“年度跨境股票市场交易

大奖”提名。 

• 在新加坡一家主要银行发行的 10 亿美元 2

级次级债券发售和上市中，为其发行人管理

人提供法律服务。 

• 在一家新加坡政联企业发起的一项 5 亿美元

中期票据发售和上市计划中，为发行人提供

法律服务。 

荣誉称号 

钱伯斯亚太和全球指南 

资本市场 2019 – 领先律

师（连续 9 年） 

“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律

师，也非常善于应对监管

政策方面的细微差别。" 

“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地把所有问题都交给他解

决，相信他一定会提出解决方案。” 

“他是我在困难情况下会选择依靠的人。”  

“能言善辩，智慧过人，工作出色。” 

 IFLR1000: 世界顶尖金融律师事

务所指南  

资本市场 2021 – 杰出律师（连续

四年） 

2011 至 2017 年领先律师（连续

七年） 

客户称赞文安律师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律

师，“各方面工作都十分出色。” 

亚太法律 500 强 

资本市场 2021  

– 推荐律师(连续三年) 

2006 至 2018 年领先律师（连续

十三年） 

工程与能源 2017 – 推荐律师 

客户称赞他“成熟且经验丰

富。” 

“……他品德高尚，博学多闻，

善于换位思考、善于倾听和沟

通。我们的大多数项目都是大型

和复杂的项目。当在一个项目中遇到困难时，

他经常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并能提出一个新

颖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困

难时，他经常给予我们更多的理解和鼓励。他

是我和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尊敬的朋友。” 

“知识渊博”，“直截了当”，“专注于提出

解决方案，经常令人耳目一新。” 

他“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挺身而出。” 

他“这些年来就像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一样，指

引我们如何与上市公司保持联系，以及如何在

上市公司的要求下运作。” 

最佳律师：新加坡 

资本市场法 2022 – 推荐律师 (连续十一年)  

公司法令 2022 – 推荐律师 (连续五年)  

IFLR1000: 世界顶尖金融律师事务所指南 2011

版本指出，客户“在处理交易和监管问题时与

陈文安律师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还认为

他"在达成交易方面充满活力。 他能够以商业

化的方式处理法律问题，同时也清楚监管方的

关注重点。他会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别出心裁的

想法。"  

Who’s Who Legal  

公司并购 2016 – 领先律师 

资本市场 2013 – 领先律师(连续两年) 

Asialaw 领先律师 

资本市场 2014 – 领先律师 

Practical Law Company 
Which Lawyer? Cross-border 
Handbook  

资本市场 2012 – 推荐律师（连续三年）  

任命及成员 

• 新加坡律师协会会员 

• 新加坡法律学会会员 

• 新加坡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兼职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