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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星瀚
面向未来的创新型律师事务所



创新驱动

综合解决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是⼀家⼀体化运营的精品律师事务所，业务领域涵盖公司、⾦融、海商、刑事、涉外、财税、知识产权、劳动⼈事、家事、房产、⾏政、

海关等，能够为客户提供⼀站式、综合性的法律解决⽅案。

星瀚各业务团队坚持专业化发展，由在该领域专业领先的合伙⼈、资深律师领衔。律所根据案件的专业特点指派对应团队承办，在跨专业领域的案件中指定

多部门合作办理，确保客户获得优质、专业的法律服务。

星瀚律师事务所⼈才辈出、群星荟萃。他们有的是业内翘楚，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专家，课题负责⼈；他们有的在司法系统、⾏政系统、境外公司、⼤型

企业、⾦融机构拥有多年的⼯作经验；他们有的在社会上担任⼈⼤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会理事，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等职务……星瀚的专业⼈员兼具

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对每⼀个诉讼、⾮诉项⽬均百分百投⼊、具有极⾼的责任⼼。



星瀚律师事务所始终坚持⼀体化运营，全所执⾏相同的制度、接受统⼀的管理，业务流程规范、严谨，律师代理的每⼀个案⼦均在⾏政部登记、录⼊电⼦系

统、接受利益冲突查询、由客户服务部全程跟踪，律所⾄今保持零投诉的优秀记录。

此外，星瀚律师事务所拥有智能化的共享知识库，知识库由专门的分管合伙⼈统筹管理、定期更新，并与业务学习会相结合，这样的机制是⾼品质服务的有

⼒保证。

星瀚律师事务所也是国内少数设有独⽴市场部的律师事务所，市场部的设⽴使得我们具备良好的商业意识和卓越的洞察⼒，擅长应对⾏业与⾏业的跨界、商

业与法律的交叉，不仅提供法律知识、更能协助客户实现商业⽬标。

一体化运营



跨地域、国家化发展

为了迎合⾏业需要、向客户提供跨区域的法律服务，我们在南京、武汉

设⽴了分所，并与英国、新加坡、澳⼤利亚、韩国、⽇本、美国、德国、

以⾊列、南⾮等世界各地的知名律师事务所保持良好的合作。

近年来，我们的合伙⼈、资深律师分别访问或接待过伦敦海事仲裁中⼼、

英国⾼等法院、英国最⾼法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新加坡海事处、

⾹港国际仲裁中⼼、韩国海上安全裁判庭、韩国驻沪领事馆、以⾊列驻

沪领事馆、韩国连锁经营产业协会、澳洲商会、美国商会等机构，具备

国际化的资源和统筹能⼒。

此外，星瀚律师可以⽤中⽂、英⽂、韩⽂、⽇⽂作为⼯作语⾔，为全球

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业务领域

公 司 ⾦ 融 房 产海 商 刑 事 涉 外

劳动⼈事 知识产权 财 税 ⾏ 政 婚姻家事 海关



行业领域

消费品与零售 电信、传媒、娱乐与⾼科技 房产建⼯、酒店与休闲

农业和⾷品 汽车 政府与公共事务

医疗健康与医药 ⼯业、制造业 ⼯程、能源和资源

⾦融机构 私募股权 航空、航运



律所荣誉

上海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并被授予“上海市⼗佳律师事务所”称号

上海市司法⾏政⼯作先进集体

上海市⽂明单位

上海市“青年⽂明号”

上榜国际法律评级刊物《钱伯斯》（CHAMBERS ASIA PACIFIC）和 LEGAL 500

多位律师⼊选全国涉外律师⼈才库和上海市涉外律师⼈才库

……



星瀚娱乐法律服务
热爱法律的技术派



演艺经纪公司法律服务

结合创始⼈情况、公司发展模式、
注册地扶持政策、税务筹划等多

⽅⾯，为客户提供最富有价值的
公司设⽴及股权设计⽅案。

根据公司需求，协助公司进⾏融

资、并购等资本运作，可搭建动

态股权制度、合伙⼈制度、股权

激励制度等衍⽣产品。

设⽴与股权设计 内部治理结构 合同模板及审核 争议解决

借助前期服务客户的经验积累，
为演艺经纪公司提供⼤量业务合

同模板，包括但不限于经纪合同、
代运营合同、项⽬合作协议、
MCN机构相关协议、与各⼤平
台服务协议等。

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及司法判例，
为客户提供富有竞争⼒的争议解

决服务。

针对演艺经纪公司的⾏业特征、
业务特征、⼈员流动性等，为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劳动合规、知
识产权管理、商业秘密保护、员

⼯舞弊预防等内部治理结构提供
优化服务⽅案。



影视项目法律服务

影视项⽬全程法律⽀持

协助影视项⽬过程的全套合同审核法律服

务，包括但不限于：

• 主创团队合同

• 场地、道具、摄制、后期制作合同

• 宣发合同

• 影视项⽬涉及版权合同等

协助进⾏影视项⽬融资

• 协助客户对接影视投资公司

• 起草、修订投资协议

• 参与投资谈判

• 督促影视项⽬融资交割

驻场法务

根据影视项⽬需求，提供律师驻场法

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剧组拍摄期间全程驻场

• 项⽬宣发期间全程驻场

• 其他需要律师驻场情况

争议解决（如有）

• 代为处理或应诉影视项⽬融资纠纷

• 代为处理或应诉影视项⽬主创合同纠纷

• 代为处理或应诉知识产权、著作权纠纷

• 代为处理或应诉意外损害赔偿纠纷



前沿法律服务的研究与探索

1

虚拟偶像保护

以真⼈明星为蓝本创造的虚拟

偶像以及纯虚构的“洛天依”等

虚拟偶像的保护体系研究，打

破“次元壁”，为企业宣传拓宽

思路。

2

《民法典》与合同的再合规

《民法典》合同编中对于格式

条款、违约解除等众多问题作

出了新规定，协助企业更新合

同约定及⾼管法律知识体系。

3

⽆形资产的保护机制

综合商业秘密、专利、商标、

著作权构建保护体系，并利⽤

技术⼿段对于员⼯“飞单”、

“抽佣”等舞弊⾏为进⾏事前预

防及事后追责，保护企业⽆形

资产。



星瀚泛娱乐法律服务

1. ⽂创企业顶层股权架构设计、动态股权、员⼯股权激励⽅案设计；

2. ⽂创企业投融资专项服务；

3. 提供⽂创企业所需的⽹络出版、域名注册、版权、商标等综合知识

产权保护，互联⽹经营单位（电信增值业务）相关牌照的取得及维

护有关的法律服务；

4. 提供电影、电视剧、动漫、⾳乐、艺术品、游戏等⽂化产品项⽬运

营、商业开发、衍⽣品开发有关的法律服务；

5. 明星、编剧、导演、词曲作者、作家、设计师等艺术家创作、改编、

设计、商业活动有关法律服务；

6. 明星⼯作室、演艺经纪公司的设⽴、运营、税务筹划，演艺经纪合

同拟定、谈判、履⾏、管理，演艺纠纷的处置；

7. 协助对接⽂创企业申报区、市级⽂创⾦融项⽬，提供⾏业内最新政

府专项扶持政策

8. 协助⽂创企业进⾏危机公关处理，出具律师声明、律师函；

9. 协助建⽴⽂创企业内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10. 提供电⼦证据存证、侵权监控及维权相关法律服务；

11. 针对⽂创企业业务性质进⾏专项培训；

12. ⽇常合同审核，争议解决；

注：星瀚多名律师具有演艺经纪⼈资质



著作权法律服务

为各类作品办理著作权登记

著作权登记 著作权交易 著作权管理 著作权侵权

为客户从著作权转让、许可、使
⽤到收益等⽅⾯的著作权交易提

供法律服务
如：起草、修订、审核著作权许
可/转让合同、合同谈判等

企业著作权管理制度设计，协助
企业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侵权应

对、风控等

为客户处理第三⽅侵权问题，或
采取措施应对第三⽅的侵权指控，

提供诉讼代理服务



商标法律服务

梳理客户现有商标池，

并排查商标使⽤风险

商标梳理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在中

国注册商标、马德⾥国

际注册商标的全程法律

服务

商标注册

协助起草、修订、审核

商标转让、许可合同，

协助客户通过商标取得

收益

商标交易

协助企业设计商标管理

制度，提供合同管理模

板和合同管理体系建设

商标管理

提供商标侵权诉讼、域

名争议、不正当竞争等

诉讼代理服务

商标侵权



专利法律服务

1

专利制度培训

培训员⼯专利意识及优先权的

运⽤

2

专利前瞻性布局

协助客户与专利代理⼈⼀起为

企业进⾏专利布局，设计专利

产品管理制度

3

专利侵权

提供专利侵权诉讼代理服务



竞争合规服务

⼴告宣传合规

审查客户的⼴告是否合规

商业秘密保护

为客户设计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

为客户提供保护指引

商业秘密侵权

提供商业秘密、

不正当竞争诉讼代理服务

⼴告⾏政处罚应对

协助客户应对⾏政机关的处理



星瀚优势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能够为演艺经

纪公司、影视公司、泛娱乐及⽂创

产业客户提供包括：企业设⽴、资

质办理、艺⼈管理、投融资、股权

结构设计、海外合作、知识产权等

在内的全流程、⼀站式法律服务。

作为⼀家以“创新”“前沿”为特⾊的律

所，星瀚擅长了解客户的商业⽬标，

能够多维度地为客户出谋划策、解

决问题。

星瀚深耕娱乐⽂化法律领域多年，

是国内最早⼀批提供娱乐法律专业

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深受众多头部

企业、业内KOL的信任。

多名星瀚⼈持有演艺经纪⼈资质，

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综合的

法律服务及商务⽀持。

全流程、⼀站式法律服务

“成为客户⼼⽬中⾼效、负责的

伙伴”是星瀚⼈的使命。

娱乐⽂化产业作为备受社会关注、

且突发情况频出的⾏业，其所需

要的专业⼈⼠必须具备快速响应、

及时应对的能⼒，⽽这也恰恰是

星瀚律师的优势。

多年来，星瀚律师的全局观、判

断⼒和专业素养受到客户的⼴泛

认可。

⾼效、负责的伙伴多⼈持有演艺经纪⼈资质



星瀚的娱乐文化
代表案例、合作伙伴



代表客户

部分重点客户：

• 上海亭东影业有限公司（韩寒）

• 阳狮集团（PUBLICIS RE:SOURCES）

• 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B站）

• 量⼦体育（VSPN）

• 华⼈⽂化集团公司

• 安徽知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傅⾸尔）

• 南京郭京飞影视⽂化⼯作室（郭京飞）

• 上海素履之往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在武汉》制⽚⽅）

• 上海⽔令青争⽂化传播有限公司（⾃媒体⼤V王左中右）

• 上海井树⽂化传媒有限公司（《荞麦疯长》制⽚⽅）

• 上海源存影业有限公司（著名影视⼈单兰萍）



韩寒
韩寒，中国作家、导演、职业赛车⼿。

1999年，他以《杯中窥⼈》⼀⽂获得⾸届全国新概念作⽂⽐赛⼀等奖；后先后出版《三重

门》、《像少年啦飞驰》、《韩寒五年》、《⼀个：很⾼兴见到你》等20余部⼩说⽂集；

2012年6⽉，韩寒发布了APP阅读应⽤“ONE·⼀个”。

除作家外，韩寒还是⼀名优秀的导演，2014年7⽉其导演的《后会⽆期》在中国内地上映

（票房6.3亿）；2017年1⽉28⽇，其编剧并执导的第⼆部电影《乘风破浪》上映（票房10.5

亿）；2019年，第三部电影《飞驰⼈⽣》上映（票房17.03亿）。

荣誉奖项：

2019福布斯中国名⼈榜第20名

第9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编剧奖

《GQ杂志》年度传媒⼈

《亚洲周刊》年度风云⼈物



陈磊（二混子）
陈磊（笔名：⼆混⼦） 漫画式科普的开创者，700万粉丝⼤号“混⼦⽈”创始⼈，原为上汽集

团旗下设计师，其爆笑又富有创意的⼿绘形象和历史段⼦，深受90后、00后等年轻群体的

喜爱，是开创了另⼀种写史⽅式的现象级历史作者。

《半⼩时漫画历史》系列作品破1000万册销量！新媒体推⽂篇篇10万 ，总阅读量1.5亿!



顾爷
本名顾孟劼，漫画家，平⾯设计师，艺术科普专家，顾爷以其风趣幽默的⽅式讲述西⽅绘

画、古希腊神话，得到不少读者的关注和喜爱。被称为“微博上第⼀个将名画艺术解读得妙

趣横⽣的男⼈” 著有畅销书《⼩顾聊绘画》系列 ⽆数年轻⼈，因为顾爷开始读懂艺术！



王左中右
原名王国培，汉字创意⼈，原澎湃新闻运营总监，2012年创⽴“字新闻”，微博总阅读量超30

亿！其中单幅作品最⾼阅读量超过6000万！

王左中右是⼀位能将汉字玩得出神⼊化的⾃媒体⼤神，擅长⽤书法拆解、拼接、衔接汉字，

其⾃媒体公众号“王左中右”收到百万粉丝的关注和喜爱。



傅首尔
傅⾸尔，资深⼴告⼈，简书、⽚刻常驻作家。微博粉丝数284万。

2012年出版长篇⼩说《青春是⼀本仓促的书，我们流着泪⼀读再读》，并售出影视版权。

2014年，出版长篇⼩说《我见青春多妩媚》。

2016年与吴瑟斯合著《凹凸相对论》。

2017年参加《奇葩⼤会》，凭借其真实不做作、搞笑有内涵的发⾔博得阵阵掌声，开讲5分

钟就成功俘虏众导师，⾼晓松多次举牌邀请她加盟《奇葩说》，同年参加《奇葩说》，成

功晋级，成为《奇葩说》辩⼿中的⿊马段⼦⼿。



张悦，估值超2亿的互联⽹短视频内容品牌 “Figure” 创始⼈、⾮虚构电影《⽣活万岁》制⽚
⼈、联合发⾏⼈。曾任《⼈物》杂志主编及出版⼈、《Vista 看天下》副主编、南⽅周末资

深记者，先后报道过08年汶川⼤地震、克拉玛依⼤⽕等重⼤事件。
2012年，刚刚和团队⼀起完成《⼈物》杂志改版⼯作的张悦敏锐地捕捉到内容⾏业⼀个巨
⼤蓝海，他着⼿组建国内纸媒⾏业中第⼀⽀成规模地⽣产互联⽹视频产品的短视频团队。
2016年，在拿到来⾃真格基⾦和贝斯塔曼千万级别的种⼦轮融资后，从《⼈物》离职的张

悦想试着做⼀个适合互联⽹传播的短视频产品，试试看短视频能长多⼤。 ⼀年后，Figure 
超额完成创⽴时张悦给⾃⼰定下的⼀年为期实现“100⽀⽚⼦，100万全⽹粉丝，单期平均播
放量100万，当⽉营收100万”的⽬标。 并凭借品质和⼜碑囊括了包括⾦秒奖季度短视频、最
佳短视频团队、最佳导演、最佳⼈物短视频等⾏业奖项，还被经济观察报等多家机构评为

年度短视频。
2018年6⽉，Figure 团队作为“创造101”官⽅邀请的独家纪录⽚团队随节⽬跟拍。 长达70分钟，
共分上下两集的成团纪录⽚在腾讯视频播放量达2730万。同时，Figure还在跟拍“叁叁肆计

划”巡演过程中全程记录下“李志维权”这⼀原创⾳乐⼈维权事件。2018年 12⽉，由程⼯、任
长箴担任导演，Figure联合出品，张悦担任影⽚制⽚⼈、联合发⾏⼈讲述“⼈在困境中奋⼒
⽣活”的⾮虚构电影《⽣活万岁》于各⼤院线上映。

张悦



马俊丰 ，上海著名戏剧导演，现任上海戏剧学院导演、制作⼈。 执导舞台剧《繁花》、昆
曲《浮⽣六记》 、后现代诗剧《郑和的后代》、当代昆剧《四声猿-翠乡梦》、校园戏剧

《西泠守望》等剧⽬。

2018年，马俊丰获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壹戏剧⼤赏”——年度学院奖
2019年，《繁花》获第⼆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创新剧⽬”奖

2019年，《繁花》获2019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第⼗届“壹戏剧⼤赏”——年度⼤戏

马俊丰



马一木
南京⼤学中⽂系毕业，在《南⽅都市报》城市杂志中⼼⼯作6年，担任副主编。

后在《时尚先⽣》出任专题编辑总监

500万销量韩寒《独唱团》杂志主编

5000万下载量《ONE·⼀个》CEO

短裤视频CEO，第⼀季“爱有⼏个意思”为主题的⾸批⾃制短视频，7⽀短视频达到2800多万

的点击量，第⼆季“就这么决定了”，在视频⽹站爱奇艺上点击量达279万。

中国新媒体100⼈



业务经验

• 院线电影《飞驰⼈⽣》、《乘风破浪》、《荞麦疯长》、《后会⽆期》全程法律服务；

• 为Bilibili平台、华⼈⽂化集团公司等泛娱乐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 为量⼦体育等电竞平台提供常年法律顾问及争议解决法律服务；

• 为陈磊、六神磊磊、顾爷、王左中右等⾃媒体⼤V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 为郭京飞、傅⾸尔等演艺明星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 为韩寒、马俊丰、单兰萍等电影⼈提供法律服务；

• 为阳狮集团、中国⼈保等⼤型企业提供泛娱乐、知识产权类争议解决法律服务；

• 为中国⼈保、三星财保等保险公司提供影视完⽚保险、知识产权侵权保险等保险产品设计、

商业收益分析等法律服务；

• 为亭东影业、壹秋⼭（混⼦⽈公众号）等泛娱乐公司提供融资法律服务。



感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