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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

简介

是一项线上实务法律知识服务，可助力您更高效开展工作，在执业中省时省力占据时间优势，

并提供相关工具，令您提高工作效率，向客户提供法律服务时更具信心。使用 ，获知相关实务

解读，为您提供实务指南、助力工作的标准文本、以及包含最新法律变更的时讯。我们的专家团队任职于全

球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各相关协会和机构，拥有丰富行业经验，负责确保实务数据的权威性和时效性，您即

可专注于为您的公司和客户创造价值。

用户

全球已有 多名律师和法务订阅 服务，以在执业中获得先机优势。订阅此服务，与良伴同

行。

订阅服务

访问 注册免费试用。或致电我们

中国地区：

全球已有 多名律师和法务订阅 服务，

获知最新法律专业知识，提高效率，更具信心履行

法律实务工作。

https://www.thomsonreuters.cn/zh/products-services/legal/practical-law-cn.html 注册免费试用。或致电我们：

https://www.thomsonreuters.cn/zh/products-services/legal/practical-law-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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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覆盖范围
覆盖的执业领域

凭借涵盖各个执业领域的法律实务知识（ ）资源， 可助您迅速精通所在领域，并开

拓全新领域。我们认识到，商事法律实务领域并孤立存在，基于上述认知，我们构建的资源在各执业领域

之间实现互联。因此无论专长领域或非专长领域，您都能得到所需支持，从容继续您的法律实务检索工

作。

订阅 的 个重要原因

获得数千份市场领先的标准文本和标准条款，该等文本和条款质量可靠，定期维护更新，满足日常实

务所需。

接收您执业领域重要法律动态的每日提示、每周电子邮件推送，了解行业动向。

向 多名法律专家编辑提问棘手的法律问题，了解同行的疑问，共同商讨。

与同事合作共享工作，以简单直观方式定制服务。

凭借与政府、行业监管机构与法律界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同时作为 的秘书处机构，我们可提

供独特的洞见和认识。

农业与农业用地

仲裁

商业犯罪与调查

商法

竞争法

房地产、建筑和不动产法

公司法

跨境业务

数据保护

争议解决

劳动法

环境法

欧盟法规

家事法

金融法

金融服务

公司法务

知识产权与信息技术

生命科学

地方政府

媒体与通讯

养老金

土地规划

私人客户

物权

物权诉讼

公法与行政法

重组与破产

股份计划与激励

税法

集锦
向小型企业提供咨询合集

公益律师合集

公司秘书合集

英国脱欧：法律问题

公司法务专用：
公司法务资源中心

法务部门管理

公司法务执业生涯

带来信息获取方式的变革，以极为

实用的方式整合知识和分析信息，无人能及 。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凭借涵盖各个执业领域的法律实务知识（know-how）资源，Practical Law 可助您迅速精通所在领域，并开

拓全新领域。我们认识到，商事法律实务领域并孤立存在，基于上述认知，我们构建的资源在各执业领域之

间实现互联。因此无论专长领域或非专长领域，您都能得到所需支持，从容继续您的法律实务检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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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时间是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无论您需要市场领先的

先例赢取先机，或在撰写文件时需要综合性的法律起草指南，抑或需要一份

有助于降低执业风险的实务清单，您都可以选择订阅 。我们的

编辑人员将持续维护、审核和发布资源，过程完全透明，您可及时了解法律

和实务最新动态。

实务指南
清晰、最新的法律及实务应用解

释。涵盖所有主要执业领域，提

供快速指引、概览或详细

指导。

标准文本
市场领先的标准文本、标准条

款、信函和法院表格，质量可信

可靠，助您起草文件时占得机。

动态追踪
方便追踪关键立法、案件、日期

和其他动态。

实务清单与流程图
常见交易中设置快速查阅提醒，

确保涵盖所有步骤。

时讯
由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撰写的每日、

每周和每月法律动态更新，告知所需

了解的内容与原因。

提问
使用 提问 服务，我们的编辑团队为

您解答法律实务方面的疑问。您可以

提出问题，寻找资源获得帮助，并了

解同行的意见。您的反馈意见将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们的资

源。

杂志
针对商业律师的知名月刊，其文章和

专栏由专家撰稿。

工作流工具
工具可自动起草文件，

（注释）功能可共享资源

解读， 功能可将文档转换为

自有风格。

链接到
所维护的资源和最新法律信息

可链接至 系统中的案例

和法律法规，您可深入挖掘和研

究相关法律。

公开交易摘要、市场实践分析和股东

大会材料的数据库。

如需使用此功能，请订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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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非常可靠，可以定期提供众多执业领域的最新动

态，同时也非常方便用户使用。还可以注册接收每日电

子邮件提示信息。

事务所合伙人

品质为先

如何确保我们所提供的资源对标市场标准？我们所有资源均经过同行评审和校对流程，

许多内容还呈报咨询委员会和供稿方，征求其专家意见。法规和实务一旦发生变更，内

容将立即更新。我们还对内容进行年度审查，确保内容持续有效。

新判决，新法规 后续影响？

时讯功能不仅仅是汇总和提示。我们精心挑选、管理和评论相关动态的背景

信息和实务影响。我们的专家团队每天监测数千条信息源。我们在报道法律发展时采用

“后续影响”测试，换而言之，我们将剔除对您的工作不具实用意义的动态信息。

对标行业标准

每天，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律师使用 标准文本。市场熟知 标

准文本，有利于交易各方加快交易进程，重点关注实质问题，有助于所有参与方提高工

作效率。标准文本包括综合的逐条起草指南，以方便用户进一步了解、明确背景信息，

同时也提供实用的谈判技巧。

提问

提问–知晓他人的疑问

客户认为“提问”服务很实用，可快速解答日常问题。所提问题由该法律领域的专业编

辑回答。“提问”不仅仅是一项法律查询服务，同时也是一个客户与同行交流的在线论

坛，提供大量有用的实践要点。我们每周发布约 条疑问解答。许多客户将“疑问解

答”作为培训课程、内部更新和团队会议的依据。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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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们的法律专家团队
我们与众不同，拥有 多名法律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编辑，其中部分专家，自

年前 成立以来一直为我们效力。

质量始于员工。我们的编辑团队由 多名专家组成，他们此前任职于世界各地的律师事务所

和相关组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与全球顶级律师事务所紧密合作，确保所有资源均与当前法律

法规和市场实践保持同步。专家团队与咨询委员会和撰稿人定期交流，委员会成员和撰稿人都是各自领域

的执业律师和领军人物。

编辑部副总裁

曾供职于：

，
，

执业领域主管

曾供职于：

欧盟负责人

曾供职于：

，
，

国际内容主管

曾供职于：

，

内部编辑部主管

曾供职于：

劳动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环境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竞争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争议解决负责人

曾供职于：

公法和行政法部分负人

曾供职于：

，

股份计划与激励负责人

曾供职于：

，
，

物权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 ，
，

金融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

项目融资领域主管

曾供职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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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

商法领域负责人

曾供职于：

， ，

养老金领域负责人

曾供职于：

建筑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

，

知识产权与信息技术、

媒体与通讯领域负责人

曾供职于：

，

，

重组与破产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

公司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仲裁领域负责人

曾供职于：

杂志负责人

曾供职于：

金融服务领域负责人

曾供职于：

私人客户负责人

曾供职于：

家事法负责人

曾供职于：

，

基础材料（实务指南、起草指南、案例和法规跟踪

表等）用处极大。所提供资源确实是直中要害 我

认为这应归功于幕后编辑律师的极高素养。

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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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 NENDICK

Head of Tax
Previous experience at: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LISA MILLAR

Head of Commercial
Previous experience at:
Clyde & Co, Weil, Gotshal & Manges

LORETO MIRANDA

Head of Pensions
Previous experience at:
Hogan Lovells

IAIN MURDOCH

Head of Construction
Previous experience at:
Taylor Wessing, Lewis Silkin,  
Speechly Bircham

ROGER WESSON

Head of IP & IT and Media  
& Telecoms
Previous experience at:
Slaughter and May, Dentons,  
Field Fisher Waterhouse

DAVID RAWSON

Head of Restructuring  
and Insolvency
Previous experience at:
Eversheds, Hammonds

LUCY RYLAND

Head of Corporate
Previous experience at:
Allen & Overy

SAIRA SINGH

Head of Arbitration
Previous experience at:
Hogan Lovells

RUTH MORROW

Head of PLC Magazine
Previous experience at:
Charles Russell LLP

SIAN WAKELING

Head of Financial Services
Previous experience at:
CMS Cameron McKenna

CAROL HAWORTH

Head of Private Client
Previous experience at:
Bircham Dyson Bell

EMMA WILKINS

Head of Family
Previous experience at:
Veale Wasbrough Vizards, 
Blake Lapthorn

“The underlying materials (practice notes, drafting
notes, case and legislation tracker tables, etc.) are
extremely useful. The resources really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 I think this is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lawyers behind the service.”

James Davies
Partner, Lewis Silkin

NICK CALLISTER RADCLIFFE JUDITH PAINSARA CATLEY SOPHIE CAMERONJOANNA MORRIS



注册免费试用版
欢迎致电我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汤森路透法律圈

或访问：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内容
汤森路透

领先的在线法律检索数据库。

提供案例、立法、法律评论、法学期刊、最新通报等内容，您所供职的律所或组织可利用该服务，

在变化万端的法律市场环境中游刃有余。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在线法律检索的前沿，检索内容源于汤

森路透和其他可信来源，为您提供优质解答，使用直观技术，配置简单易用的用户界面。

请访问

选择汤森路透的理由
汤森路透提供您所需的情报、技术和专长知识，助您找出可信答案。

https://www.thomsonreuters.cn/zh/products-services/legal/practical-law-cn.html

https://www.thomsonreuters.cn/zh.html

https://www.thomsonreuters.cn/zh/products-services/legal/practical-law-cn.html
https://www.thomsonreuters.cn/z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