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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系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国际仲裁部的创建人和领导者。该团
队拥有一百余名专注国际仲裁的律师。
他在数百起国际仲裁案件中代理公司、主权国家及国有实体，并提供法律意见。他同
时亦担任仲裁员与专家证人。
盖拉德教授系全球公认的国际商事与投资条约仲裁顶级权威与业界明星。
专业名录及出版物均评价盖拉德教授享有 “崇高的名望” 、 “惊人丰富的知识和经

验”以及“闪耀的业内成就”。2013 年《商事仲裁法律名人录》评价他为： “独一无
二的伊曼纽尔·盖拉德名列访谈中最受推崇的人物，访谈对象们毫不吝惜对盖拉德教授
的溢美之词：‘业内顶尖，无人能及，成就令其他人黯然失色。’”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伊曼纽尔·盖拉德代理过许多最大型的仲裁案件。除了代表前尤科
斯公司多数股东赢得获偿 500 亿美元的仲裁裁决以外，他还代表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 ） 向 科 威 特 石 化 工 业 公 司 （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Company of
Kuwait）提起国际商会（ICC）仲裁，最终帮助陶氏化学公司赢得价值 24.7 亿美元的
仲裁裁决 － 该裁决在（尤科斯案）之前名列国际仲裁史上金额最高的裁决。
作为法国法学教授及耶鲁法学院现任访问教授，伊曼纽尔·盖拉德在仲裁领域的英文、
法文著述颇丰，内容涉及仲裁法的方方面面。他不仅合著了仲裁领域的权威专著

《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论国际商事仲裁》 （ “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且著述了国际仲裁领域首篇公开发表的法律
理论专著。该专著最初以法语发表（ “ Aspects Philosophiques du droit de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随后以英文发表（“Leg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并被译为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以及葡萄牙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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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拉德教授系法国政府任命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员。他也常常担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联合国国际贸
易 法 委 员 会 （ UNCITRAL ） 的 专 家 。 2010 年 ， 联 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UNCITRAL）任命盖拉德教授为专家，负责起草即将推出的《UNICTRAL 秘书处纽

约公约指南》（“UNCITRAL Secretarial Guide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盖拉德教授担任国际仲裁研究院(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stitute, “IAI”)主席，同时作
为创始人之一，创办了国际仲裁法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Arbitration Law,
“AIDA”）并任第一届主席。
担任代理律师经验
众多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与商事仲裁程序，经验涵盖各主要仲裁机构规则，如国际商会
（ICC）、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斯德哥尔摩
商会（S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美国仲裁协会（AAA）以及埃及国际
商事仲裁开罗区域中心（CRCICA）。此外，盖拉德教授对处理临时仲裁程序亦具有
丰富经验，包括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
（领域涵盖石油与天然气、国际投资、建筑施工、兼并收购及一般商事争议）。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近期代理的已结或待结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包括：






代表作为被申请人的立陶宛共和国，应诉一起由 Veolia Environnement S.A.等提起
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案（ICSID 案号 ARB/16/3）。该案有关位
于立陶宛的区域供热及发电系统，系根据立陶宛－法国双边投资条约提起。
代 表 作 为 被 申 请 人 的 阿 拉 伯 埃 及 共 和 国 ， 应 诉 一 起 由 Ampal-American Israel
Corporation 及其他投资者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案（ICSID
案号 ARB/12/11）。该案涉及声称在埃及－美国、埃及－德国双边投资条约项下对
投资者权利的违反。相关投资涉及一份天然气长期供应合同。在一宗由其他投资者
提起、涉及同一份长期供气合同的 UNCITRAL 仲裁中，本所亦代表阿拉伯埃及共
和国作为被申请人应诉，该案件涉及声称在埃及－波兰双边投资条约项下对投资者
权利的违反。
代表作为申请人的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多数股东处理对俄罗斯联邦提起的三起仲裁案
件，均有关俄罗斯对申请人投资的征收。仲裁请求系依据《能源宪章条约》（适用
于能源领域贸易与投资的多边条约）提起，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仲裁规则，并由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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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ration, “PCA”）管理。在 2009 年 11 月 20 日的中间裁决中，仲裁庭裁定其对
争议拥有管辖权，且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可获受理。在 2014 年 7 月 18 日的最终裁决
中，仲裁庭命令俄罗斯联邦向本所客户支付超过 500 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这成为
历史上由仲裁庭做出的金额最高的仲裁裁决。仲裁庭还令被申请人偿付本所客户在
该仲裁程序中所支付的 75%的律师费以及 100%的仲裁费用。








代表作为被申请人的立陶宛共和国，应诉一起由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公司 Gazprom
提起的仲裁。该争议有关立陶宛将天然气输送从立陶宛天然气配送公司 Lietuvos
Dujos 的天然气生产和供应中剥离出来。该剥离是立陶宛按照欧盟第三次能源改革
计划，特别是欧洲理事会第 2009/73 号指令进行的。本案仲裁系依据 1999 年俄罗
斯－立陶宛双边投资条约提起，仲裁程序根据 1976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仲裁规则进行。
代表作为被申请人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应诉一起由 Global Telecom
Holding SAE（原为“Orascom Telecom Holding”）提起、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的案件。该争议源于阿尔及利亚一家移动电话公司
的运营，据称违反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双边投资条约。争议金额超过 160 亿美元。
代表作为申请人之一的 Viorel Micula 公司，对罗马尼亚共和国提起国际投资争端解
决中心（ICSID）仲裁案（ICSID 案号 ARB/05/20）。申请依据系瑞典－罗马尼亚
双边投资条约。该争议源起于罗马尼亚撤回并取消与一家食品企业有关的关税及税
收优惠政策。仲裁庭裁决本所客户胜诉并获赔 2 亿 5 千万美元，这是 ICSID 仲裁庭
迄今作出的最大仲裁裁决之一。在罗马尼亚随后向 ICSID 临时委员会申请撤销该裁
决的程序中，本所也成功代表 Viorel Micula 公司。
代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处理由 Mærsk Olie 与 Algeriet A/S 提起的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案（ICSID 案号 ARB/09/14）。争议系依照阿尔及
利亚－丹麦双边投资条约提起，与一份产品分成协议项下的暴利税有关。争议金额
超过 30 亿美元。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近期代理的已结或待结国际商事仲裁案件包括：




代表作为被申请人的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Sonatrach），处理由 Total
Algérie SAS 与 Repsol Exploración Argelia 提起的一起仲裁地在日内瓦的国际商会
（ICC）仲裁。该争议涉及一份产品分成协议，及其项下有关暴利税及声称的税收
稳定政策合同条款的解释。争议金额超过 4 亿美元，适用阿尔及里亚法律。
代表 Egyptian Natural Gas Holding Company（EGAS）与 Egyptian Gener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EGPC），针对 East Mediterranean Gas S.A.E. (EMG)进行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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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仲裁与埃及国际商事仲裁开罗区域中心（CRCICA）仲裁。该争议源起于
EGAS、EGPC 以及 EMG 之间的长期供气协议。
















代表一家法德联合体，与一家芬兰实业公司在斯德哥尔摩进行国际商会（ICC）仲
裁。该争议源于一份有关在芬兰建设一家核电厂的协议。适用法律为芬兰法；争议
金额超过 61 亿欧元。
代表作为申请人的十三家金融投资公司及两位个人，针对一家主要的欧洲电信公司
提起仲裁地在巴黎的国际商会（ICC）仲裁。该争议有关一份当事人之前签署的和
解协议的修订与违反。当事方系为处理多起诉讼程序中的众多请求达成该和解协
议。争议适用巴西法律；争议金额超过 150 亿美元。
代表作为申请人的立陶宛共和国，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在斯德哥尔摩
进行斯德哥尔摩商会（SCC）仲裁。争议有关 Gazprom 在其与立陶宛之间的股份购
买协议项下的、基于公平价格的供气义务，以及 Gazprom 违反股东协议项下义务
并导致价值超过 15 亿 4 千万欧元的溢付。
代表作为被申请人的 EDF International，应诉由德国巴登－符腾堡州（German Land
of Baden-Württemberg ） 全 资 所 有 的 公 司 提 起 的 、 仲 裁 地 在 苏 黎 士 的 国 际 商 会
（ICC）仲裁。该争议源于该州对 EDF 所持一家巴登－符腾堡州能源公司的股权收
购。争议涉及欧盟法的复杂问题。适用法律为德国法。
代表作为被申请人的 Egyptian Natural Gas Holding Company（EGAS），应诉由
Spanish Egyptian Gas Company S.A.E.（SEGAS）提起的、仲裁地在巴黎的国际商会
（ICC）仲裁。该争议源于一份收费协议，适用法律为英国法。
代表三家欧洲化学品公司，与一家主要北美化学公司的欧洲子公司进行四项国际商
会（ICC）仲裁。争议源于一份为制造一种尼龙原料而签署的合资协议、相关保密
协议以及当事方为解决先前争议而签署的和解协议。适用法律为法国法和瑞士法。
代表作为申请人的一家主要欧洲零售集团，在圣保罗提起针对其巴西合资伙伴的国
际商会（ICC）仲裁。该争议涉及违反一份股东协议，该协议系当事方就巴西最大
零售商的控制权所签署。适用法律为巴西法。
多起有关天然气价格审查的仲裁。

担任仲裁员经验：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在众多国际仲裁程序中担任首席仲裁员、独任仲裁员及仲裁庭成
员，经验涵盖各主要仲裁机构规则，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国际商会
（ICC）、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美洲国家商事仲裁委员会（IACAC）、美国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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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协会（AAA）、法德商会（Franco-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萨格勒布商会
（Zagreb Chamber of Commerce）、日内瓦工商会（Genev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国际商事仲裁开罗区域中心（CRCICA）。此外，盖拉德教授也在临时仲
裁程序中担任仲裁员，包括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的
仲裁。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担任仲裁员的已公开案件包括：




















Federal Elektrik Yatırım ve Ticaret A.Ş.等诉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受申请人指定担
任仲裁员，ICSID 案号 ARB/13/9）。争议有关一项天然气系统的翻新与开发。
EuroGas Inc.与 Belmont Resources Inc.诉斯洛伐克共和国（受申请人指定担任仲裁
员，ICSID 案号 ARB/14/14）。争议与一家滑石开采企业有关。
CEZ AS 诉阿尔巴尼亚（受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指定担任仲裁员，适用 UNCITRAL
仲裁规则）。争议与一家电力配送企业有关。
MNSS B.V.与 Recupero Credito Acciaio N.V.诉黑山共和国（受申请人指定担任仲裁
员， ICSID 案号 ARB(AF)/12/8）。争议与钢铁生产有关。
Lundin Tunisia B.V.诉突尼斯共和国（受申请人指定担任仲裁员， ICSID 案号
ARB/12/30）。争议与石油勘探开采有关。
Toto Costruzioni Generali S.p.A.诉黎巴嫩共和国（担任临时委员会主席， ICSID 案
号 ARB/07/12）。争议与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关。
Commerce Group Corp San Sebastian Gold Mines, Inc.诉萨尔瓦多共和国（担任临时
委员会主席， ICSID 案号 ARB/09/17）。争议与矿业特许有关。
Global Trading Resource Corp. 与 Globex International, Inc.诉乌克兰（由申请人指定
担任仲裁员， ICSID 案号 ARB/09/11）。该案裁决驳回仲裁申请，系第一份依据
ICSID 仲裁规则 2006 年新增第 41(5)条驳回仲裁申请的裁决。该条款允许简易驳回
“明显无法律依据”的仲裁申请。
Saba Fakes 诉 土 耳 其 共 和 国 （ 受 当 事 双 方 指 定 担 任 首 席 仲 裁 员 ， ICSID 案 号
ARB/07/20）。争议与移动电信服务有关。仲裁庭以不具备管辖权驳回了仲裁申
请，依据系对申请人做出投资的要求。
SESAM 股 东 诉 中 非 共 和 国 （ 受 当 事 双 方 指 定 担 任 首 席 仲 裁 员 ， ICSID 案 号
CONC/07/1）。争议与一家原木生产加工企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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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Pey Casado 和 President Allende Foundation 诉智利共和国（受 ICSID 指定担
任仲裁员， ICSID 案号 ARB/98/2）。争议源于据称智利军政府对一家报业公司的
征收。
Cargill, Incorporated 诉波兰共和国（由申请人指定担任仲裁员，原 ICSID 案号
ARB(AF)/04/2）。
Canfor Corporation 诉美利坚合众国（由当事双方协商共同指定，担任首席仲裁员；
该仲裁系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项下提起，适用 UNCITRAL 仲裁规
则）。仲裁有关美国商务部对软木木材做出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税决定（包括 2000
年伯德修正案）之影响。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 1126 条，该案件与其他两
起与软木木材相关的仲裁案合并，由同一合并后的仲裁庭审理。
Consortium Groupement L.E.S.I.-DIPENTA 诉阿尔及利亚（受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指
定担任仲裁员， ICSID 案号 ARB/03/8）。该争议源于一座水坝的建设。
L.E.S.I. SpA 与 Astaldi SpA 诉阿尔及利亚（受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指定担任仲裁员，
ICSID 案号 ARB/05/3）。该争议源于一座水坝的建设。
PT Aria West International 诉 PT Telekomunikasi Indonesia TBK（受申请人指定担任
仲裁员；仲裁地在日内瓦的 ICC 仲裁），争议金额达 12 亿美元。该争议源于外国
投资者与印度尼西亚国有电话公司的一份合营协议，有关运营西爪哇的固定线路电
话服务。该案以和解结案，且和解系 Telekom Indonesia 以 3 亿 5 千万美元对 Aria
West 进行买断的一部分。

作为专家身份参与的仲裁案件
伊曼纽尔·盖拉德在众多国际仲裁程序中以专家身份出庭。他以专家身份出庭的已公开
的案件包括：Andersen Consulting 与 Arthur Andersen 之间的国际商会（ICC）仲裁、
True North Communications 与 Publicis 之间的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仲裁，以及
AT&T Corp.与 Saudi Cable Company 之间的国际商会（ICC）仲裁。他还在法院程序中
以专家身份出庭，特别是在若干国家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庭程序。

近期参与的包括为之出具法律专家意见的案件：


International Bechtel Company 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对迪拜提起的程序，有
关执行在仲裁地被撤销的仲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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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s）在佛罗里达南区法院对 Consorcio Barr 提起的程
序，要求执行在迈阿密作出的但在委内瑞拉被撤销的美国仲裁协会（AAA）裁
决。
Tusculum B.V.在魁北克高级法院对 Louis Dreyfus & Cie 提起的诉讼，要求撤销 ICC
仲裁庭下达的指令及其做出的最终裁决，理由是相关事项已由早前做出的部分裁决
决定。

发表著述
















作者，“Leg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国际仲裁的法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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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té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法国国际私法理事会），会员
国际仲裁研究院（IAI），主席
Comité Français de l’Arbitrage （法国仲裁理事会，“CFA”）, 成员
瑞士仲裁协会（ASA），成员
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成员；前仲裁院成员（2002-2007）
跨国仲裁研究院，理事会成员
国际仲裁讼辩基金（FIAA）受托人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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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许可/资格
巴黎
语言
法语、英语
国籍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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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荣誉及排名
钱伯斯全球 2016（Chambers Global 2016）－ 国际仲裁（全球）

“国际仲裁部负责人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被视作‘业内领袖’，其经常为公司客户、
主权国家及国有实体提供法律意见，着眼于能源、建筑合资及投资条约争议。受访者
们强调了盖拉德教授‘在国际仲裁领域几十年的经验，结合了深厚的学术专业水平与
大量的实践经验－他确实出类拔萃。’”
钱伯斯全球 2016（Chambers Global 2016）－国际仲裁（全球）

“优异的国际仲裁业务，服务于商事与投资条约仲裁。全明星团队在能源、自然资
源、建筑施工及专利等领域拥有专长；该团队在纽约、巴黎及非洲的业务尤其强。
‘该所在巴黎系行业执牛耳者，在伦敦的团队也正发展壮大－他们的国际仲裁业务确
实无懈可击。’‘该所拥有最强的投资条约仲裁之一。’‘他们的国际仲裁业务确实
优秀。’”
钱伯斯全球 2016（Chambers Global 2016）－国际仲裁（欧洲）

“国际仲裁部负责人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在所有行业评论者中享有最崇高的威望，被
评价为‘绝对的超级明星’，‘持续吸引重大案件的聘任’。他在最重要的商事及投
资条约仲裁中带领团队，代理来自多国的重要客户，包括主权国家与投资者。对其印
象深刻的受访者认为盖拉德教授系‘聪明绝顶的策略家及法律技术专家，全情投入为
客户提供透彻的代理。’”
钱伯斯全球 2016（Chambers Global 2016）－国际仲裁（欧洲）

“大型团队享有盛誉，在法国国际仲裁业内居统治地位。在一些最大型的投资仲裁争
议中代表主权国家、国有企业以及著名投资者，尤其是涉及非洲及中东当事人的争
议。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的商事仲裁中代表优质国际客户，经验涵盖能源、电信及建筑
施工领域的大型跨法域争议。‘令人印象深刻的团队，对案件有策略观，且对仲裁程
序具有丰富的知识。’‘总是能满足我们的任何需求，且能处理极度复杂的事项并为
之设计策略与说理。’”
钱伯斯全球 2016（Chambers Global 2016）－国际仲裁（非洲）

“被广泛视作‘超级明星、非常睿智的绅士’，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系享有盛誉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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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际仲裁员。他常驻巴黎，但对阿尔及利亚相关争议具备特别专长，在能源及国际
条约仲裁中为主权国家及准国家实体提供法律代理。”
钱伯斯全球 2016（Chambers Global 2016）－国际仲裁（非洲）

“国际仲裁领军团队，因在法语区与北非地区的杰出实力而广受尊敬。在埃及、阿尔
及利亚及有关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争议有特别强的实力。”
钱伯斯全球 2016（Chambers Global 2016）－国际仲裁（法国）

“‘极为德高望重的法律专家，被认为是仲裁领域水平最高的专家之一’，伊曼纽尔·
盖拉德教授在法国业界享有极高声望，且蜚声国际。‘聪明绝顶的策略家及法律技术
专家，全情投入为客户提供透彻的代理’，他代表公司、主权国家及国有实体，特别
专注于投资、能源及公司等领域。他对处理中东欧及俄罗斯相关争议具备丰富经
验。”
钱伯斯全球 2015（Chambers Global 2015）－国际公法（全球）

“巴黎的专家团队由分布在伦敦与美国的专家全力配合，地位在国际投资条约争议业
界举足轻重。在分布广泛的地区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提供法律意见，特别对中东及北
非拥有深厚的知识，以及石油领域的争议。在国际瞩目的人权相关案件中亦相当活
路。‘不容忽视的团队－为国际仲裁贡献智识上的领袖。’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系国
际仲裁领域的指路明灯（Leading Light），在大量投资者－东道国争议中相当活跃，
包括为主权国家提供法律代理。受访者描述他‘聪明绝顶－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享有
极高声望的学者。’他常驻巴黎。”
钱伯斯全球 2015（Chambers Global 2015）－ 国际仲裁（全球）

“该律所国际仲裁业务部门领导人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被受访者们位列为‘国际仲裁
泰斗’。他常驻巴黎，业务活跃在欧洲与非洲，并为能源行业公司与主权国家提供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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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环球 2015－国际仲裁（全球）

“以欧洲为中心，分布在拉丁美洲、非洲和美国的顶尖团队紧密协作，该律所
在国际公法、商业、能源与投资仲裁领域拥有广博专知，最有资格针对各法域
最复杂、最受关注且开创先例的案件提供法律建议。‘经验相当丰富的团队，地
域分布广泛，各办公室的律师无缝协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律所成
功代表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多数股股东赢得其对俄罗斯联邦提起的、针对俄罗斯
联邦征收股东们对该公司投资的三起仲裁案件。该案最终裁决赔偿额达 500 亿
美元，使其成为迄今裁决金额最高的仲裁案件。此外，该团队还代表 Egyptian
Natural Gas 与 Egyptian General Petroleum 处理因终止向以色列出口埃及天然气
的协议而引发的争议。涉案国际商会（ICC）仲裁与埃及国际商事仲裁开罗区
域中心（CRCICA）仲裁，金额总值超过 60 亿美元。”
钱伯斯环球 2015－国际仲裁（欧洲）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位列‘国际仲裁泰斗’。他常驻巴黎，在整个欧洲大陆
享有盛誉，受访者们对其赞不绝口。‘他确实出类拔萃——他做出战略决策并
将决策呈现给客户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各类案件中担任代理律师与仲
裁员，尤其在能源、投资和并购争议领域具备丰富经验。”
钱伯斯环球 2015－国际仲裁（欧洲）

“这支杰出团队以巴黎为主要据点，承办各类涉案金额庞大以及具有政治敏感
性的仲裁案。在所有大型仲裁机构进行的商业、能源与投资条约仲裁案中为国
家、公司与国有企业提供代理。此外，建筑与股东争议也是其擅长的领域。
‘案件管理能力无懈可击，对复杂的平行程序制定的战略与规划也同样滴水不
漏。该律所拥有某些最巨大且令人惊叹的骄人战绩。该所成功代表前尤科斯石
油公司的多数股东赢得针对俄罗斯联邦非法解散公司并征收公司资产提起的仲
裁案，并获裁价值 500 亿美元的损害赔偿。这是迄今所裁赔偿金额最高的仲裁
裁决。’”
钱伯斯环球 2015－国际仲裁（非洲）

“业内评论一致给予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高度评价，将其列为‘业界最顶尖的
国际仲裁从业者’。他领导该律所为阿尔及利亚提供的代理，在北非业务活
跃。他常驻该所巴黎办公室，领导该律所的国际仲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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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环球 2015－国际仲裁（非洲）

“该团队因其在北非卓越的国际仲裁法律服务与业务而受到广泛认可。该团队
为政府及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电信行业的国有企业提供代理，因其在处理重大
双边投资条约（ BIT ）与商业仲裁方面的经验而为客户们竞相聘请。‘毋庸置
疑，这是首屈一指的仲裁团队。’该团队曾代表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应诉分
别由 Orascom Telecom 与 Weather Investments II 就电信公司 Djezzy 的运营而提起
的仲裁（涉案金额分别为 160 亿美元和 50 亿美元）。还曾代表埃及国有企业处
理因终止埃及向以色列出口天然气的长期供应协议而引发的几起投资者－东道
国仲裁案。”
钱伯斯环球 2015－国际仲裁（法国）

“经验丰富的从业者伊曼纽尔 · 盖拉德广受同行与客户赞誉，信息提供者称其
‘自始至终令人印象深刻’。他领导该律所的国际仲裁业务部门，多年专攻商
业与投资条约仲裁，拥有广博专知。‘他确实出类拔萃 － 他做出战略决策并将
决策呈现给客户的能力相当杰出’，客户们赞不绝口。他在为涉及俄罗斯企业
的仲裁提供法律意见也具备丰富经验。”
钱伯斯环球 2015－国际公法（全球）

“这是一支备受推崇的国际公法劲旅，在该领域广泛的咨询与诉讼领域拥有广
博专知。该团队因成熟的投资条约争议业务备受推崇，妥善处理能源宪章条约
案件及就国际制裁发展提供建议的能力也广为认可。优势：‘他们拥有极强的
实务经验，尤其是投资条约仲裁领域。’‘该律所拥有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东
道国仲裁业务。’‘令人印象格外深刻。’常驻巴黎的合伙人伊曼纽尔·盖拉德
教授在商业仲裁和国际公法领域的业务备受尊敬 ，主要专注于投资条约争议。
他被同行誉为该领域‘出类拔萃的从业者’。”
《美国律师》

本周最佳诉讼律师（2014 年 7 月 31 日），因成功代表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多数股
东赢得针对俄罗斯联邦的仲裁并获裁 500 亿美元的损害赔偿。（2014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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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环球 2014－国际仲裁（全球）

“常驻在巴黎的伊曼纽尔·盖拉德是业界明星，因其在业内的‘傲人战绩’而广
受景仰。他在处理多个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业与知识产权）的商业争议
与投资者－东道国争议方面具备丰富经验。他系业内竞相聘任的仲裁员，并负
责领导律该所的国际仲裁业务部门。”
钱伯斯环球 2014－国际仲裁（全球）

“这家美国律所因其在巴黎的出众实力而广受认可，吸引主权国家和投资者委
托其代理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仲裁案。另外，该律所在建筑行业仲裁领域也拥
有专长，经常在全球范围内处理涉案金额数十亿的争议。优势：技术能力：
‘国际仲裁领域的广博专知’。”
钱伯斯环球 2014－国际仲裁（欧洲）

“该律所的成熟业务在欧洲仲裁市场首屈一指，其巴黎业务部门享有全球美
誉，领导律所的欧洲业务。处理案件具有多样化，覆盖投资、建筑及商业仲
裁，包括最近为能源行业客户开展的业务。优势：建议明确清晰。这是一支卓
越的团队—律师条理清晰，结构明确，且风格并不过度敌对。”
钱伯斯环球 2014－国际仲裁（欧洲）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是全球公认的世界顶尖仲裁律师，他在其巴黎驻地代理
欧洲市场中最为重大且最为复杂的争议案，并因其‘智勇双全的高质量仲裁工
作’而备受赞誉。近期的重大投资案件包括：代表立陶宛共和国在 3 个涉案金
额庞大的天然气价格审查仲裁案（依据 ICC、PCA 和 SCC 规则）中与 Gazprom
进行仲裁。他在大型争议中担任仲裁员时运用渊博专长，广为闻名。”
钱伯斯环球 2014－国际仲裁（非洲）

“因长期且大量致力于北非重大争议案而享有杰出声誉。该团队承办能源和电
信行业的投资条约仲裁与其他争议。客户包括非洲公司与在非洲开展业务的国
际客户。优势：市场地位。‘代表国家的主要市场参与者。’市场领军的仲裁
律师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领导该业务部门。评论及众多受访者对其赞誉有加，
并推荐了他的仲裁经验及在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开展业务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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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环球 2014－国际仲裁（法国）

“业界明星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在担任律师和仲裁员时好评如潮。客户表示：
‘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他并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开展仲裁，而是统筹帷幄，充
分考虑外部因素。他智勇双全。’盖拉德教授在为北非客户提供建议方面拥有
长期经验，且格外专注于阿尔及利亚与埃及。”
钱伯斯环球 2014－国际公法（全球）

“该团队的国际公法法律服务优异，涵盖咨询与仲裁事务，市场需求高。除国
家继承、海洋法、国际国界与联合国制裁外，该团队的核心强项还包括精通双
边投资条约与能源宪章条约案件。其优势在于：服务广度。‘我喜欢律师同时
精通大陆法与普通法，这在仲裁中十分重要。’该团队代表立陶宛共和国与
Gazprom 进行 3 起仲裁案件，其中两项争议系依据俄罗斯－立陶宛双边投资条
约提起。受访者描述常驻巴黎的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 ‘令人印象深刻。他知识
渊博，辩论极具说服力，才思敏捷。’他在国际仲裁领域经验丰富，20 多年来
为政府、国有企业和公司提供代理。重要客户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克罗地
亚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Sonatrach），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全球仲裁评论－GAR 30 2014

“盖拉德教授本人是业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巴黎团队拥有 80 名成员，这或许
是同一屋檐下齐聚最多的仲裁专家（细分为 50 名律师、7 名法律助理、20 名培
训生与 5 名支持人员）。他们同心协力，在招聘市场中享有甄选最优人才的地
位，同时也可视作非正式的仲裁大学之一。”
钱伯斯环球 2013－国际仲裁（全球）

“该律所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仲裁业务以巴黎的优势业务为核心。此外，该律
所在拉丁美洲的业务（主要由巴黎团队处理）也受到广泛认可。代表案例包
括：代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应诉三项由多名投资者提起的 ICSID 仲裁
案。其他重大案件包括：代表陶氏化学与 Petroleum Industries 进行国际商会
（ICC）仲裁（起因为后者撤出与陶氏化学计划组建的合资企业）并为陶氏化
学赢得价值 21.6 亿美元的损害赔偿。该团队还在著名的尤科斯石油仲裁案（涉
案金额达 1140 亿美元）中扮演重要角色，担任多数股东的代表律师。信息提供
者表示‘该律所声名远播，业绩出众——其仲裁团队无疑是业界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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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斯环球 2013－国际仲裁（全球）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是国际仲裁领域公认的‘超级明星’，也是谢尔曼·思特
灵律师事务所在该领域取得成功的重要推动力。他在为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和
主权国家提供有关商业和投资条约争议的法律建议方面拥有 25 年的丰富经
验。”
钱伯斯环球 2013－国际仲裁（欧洲）

“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常驻巴黎，且始终是业内领先的专家，拥有令人惊叹的
丰富知识与经验。他因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仲裁案件而声名远播，其中包括
在 Gazprom 对立陶宛共和国提起的仲裁程序中担任主办合伙人。”
钱伯斯环球 2013－国际仲裁（欧洲）

“该美国律所在欧洲的崇高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杰出的巴黎团队，其他办
公室进一步巩固了该律所在国际仲裁领域的领先地位。该业务部门在处理仲裁
程序各阶段拥有丰富经验，跨度涵盖并购、建筑、能源和投资等领域。重大代
表案件包括：代表立陶宛共和国应诉由 Gazprom 分别提起的两项仲裁程序，以
及代表作为被申请人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应诉由 Orascom Telecom 提
起的 UNCITRAL 仲裁。此外，其承办的案件中还包括许多知名客户，例如阿尔
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Sonatrach）、陶氏化学公司、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信息提供者表示‘该律所在全球仲裁案件中扮演
着主要角色。’”
钱伯斯环球 2013－国际仲裁（法国）

“业务领导人伊曼纽尔·盖拉德教授系投资条约仲裁领域的翘楚，对东欧与独联
体国家拥有深刻理解。近期，在阿海珐（Areva）与 Teollisuuden Voima Oyj 在斯
德哥尔摩进行的两起国际商会（ICC）仲裁案中，他担任阿海珐的法律顾问，
涉案金额超过 30 亿美元。”
钱伯斯环球 2013－国际公法（全球）

“该律所始终系国际公法业界翘楚，主要活跃在投资条约仲裁领域，代理私有
企业和主权国家。拥有 11 名成员的团队实力雄厚，擅长各领域，包括海上划
界、贸易与制裁。该团队处理案件数量庞大，包括根据能源宪章条约与双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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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条约进行的国际仲裁。值得一提的是，该律所代表多数股东在著名的尤科斯
仲裁案中对抗俄罗斯联邦，还代表立陶宛共和国应诉由 Gazprom 提起的两项仲
裁。该团队常受私有公司委托提供关于国际制裁、国家继承以及拟议项目的咨
询。常驻巴黎的伊曼纽尔·盖拉德在国际公法界享有崇高声誉。市场信息提供者
表示：‘他是名天才，备受客户与业界推崇—他是思维精准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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