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信
不动产执业
佑信 (Duane Morris) 在国际不动产执业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提供与收购和弃置；租赁；融
资；酒店管理；多家庭/医疗保健、学生和军人安家；国家土地征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和资本市场相关的全方位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借贷方、投资经营方和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我们的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覆盖交易或项目中的所有阶段。我们精于
处理各种复杂的不动产交易，将我们丰富的经验运用于所有的不动产买卖和开发事宜。
以综合的跨领域的手段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执业的基石。不动产、资本市场、金融、建
筑、税收等各种执业组的身处不同城市的律师们组成的专业团队让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无缝
的增值服务。我们的经验包括收购、弃置、租赁和借贷等各个领域（包括新开发、办公、零
售、居住、老年公寓和其他健康医疗设施）。除了处理不动产开发中的常见问题外，我们也
善于创造性的解决复杂的貌似不可能解决的困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对此行业有扎实
的了解，以及深刻理解不同交易、法规、盈利能力、杠杆率和债务保护之间的细小差异。
佑信 (Duane Morris) 不动产执业组的声誉深深植根于对不动产行业及其如何运作的理解。在
Commercial Property Executive 和 Law360 等出版物中，佑信 (Duane Morris) 都被评为美国最顶尖的
不动产执业律所。此外，佑信 (Duane Morris) 的多名不动产执业律师还同时为 Chambers USA 所
认可，获得不动产顾问团(CRE)专业认证，以及获得能源及环境筹划领导者(LEED)绿色建筑评
级系统专业资质。
我们的律师在不动产行业有着广阔的工作背景，包括注册建筑师，注册按揭经纪人，认证公
共会计师，城市规划者和注册房地产经纪人。而在城市土地学会、国际购物中心协会、地产
开发协会、CRE 经济委员会，国际不动产律师和执行官协会、美国估价协会、社区发展合作
组织、以及各式各样国家和地区性的专业协会和交易组织中，我们 佑信 (Duane Morris) 的数位
律师也亦是成员、领导者或积极参与其活动。
服务范围
收购，弃置及融资
佑信 (Duane Morris) 的不动产律师在构建、协商和记录收购及弃置、商业借贷交易和其他信贷
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建筑、融资、周转、商业收购和销售方
面，我们有着特别的优势：


零售项目，包括购物中心和药店/便利店；



酒店，包括相关的管理和加盟经营协议；



混合使用项目；



办公室/仓库/住宅建筑；



护理机构，辅助生活和老年公寓设施；



医院，透析中心和社区健康中心。

此外我们还向以下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包括：与公共和项目金融交易，商业抵押担保证
券(CMBS)交易事务相关的金融机构；与诉讼、征地、套利投资、止赎权、结构重组、资
产重组、贷款出售、破产接收和商业不动产事务相关的贷方和贷款机构；对商业不动产进
行收购、融资、持有和弃置的产权人/开发商。
酒店业/旅游业
在酒店业，佑信 (Duane Morris) 代表酒店业主、运营商和管理人员，以及贷款人和开发人处理
位于美国和全球的豪华酒店和度假村、码头，超豪华公寓、混合用途项目、赌场、餐馆、会
展中心和其他娱乐场所等的融资、收购、租赁、开发和相关法规。我们也代理主要的游览景
点，包括动物园、海洋公园和水上公园。我们处理酒店管理和旅游相关项目的所有开发、管
理和产权相关事宜。酒店业和旅游业的开发商或机构投资人也向我们征求关于如何组建合资
公司等方面的法律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不动产律师在混合用途酒店项目上的创造
性经验被推广运用到了整个行业的其他项目上。
多家庭/医疗保健/学生及军人安家
佑信 (Duane Morris) 的律师代表产权业主、开发商和借款方处理融资、收购、开发和建造多家
庭公寓、公寓楼、联排别墅、规划社区和住房项目等事宜。我们协助客户选址和收购、获得
规划委员会和区域规划局的批准、处理环境问题和建筑合同等事宜。
此外，医疗保健系统、提供商和运营商在协商收购、租赁和出售医院设施、紧急护理医院、
门诊手术设施、实验室资产、医疗办公楼、护理院和老年公寓设施中所产生的相关事务，也
由我们的不动产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而我们对于业主和管理者在学生公寓的收购和融资上所提供的法律咨询更是进一步显示了我
们不动产律师出色的能力。具体包括起草和协商购买/出售文档、与机构合伙人之间的联合投
资协议、联合投资文档和循环信用额；为项目和住房资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所涉及的法律问
题上获得新的债券或承担既有贷款；以及为含有零售部分的项目起草所有的商业租约。我们
同时也协助客户处理包括军人安家的相关事务。
国家土地征收
佑信 (Duane Morris) 的国家土地征收方面的律师在土地征收和土地评估事宜上为众多客户提供
法律咨询，包括：私人物业业主、放款人、贷款服务商、政府实体、准政府实体、大型石油
公司、汽油零售商、公共事业公司、银行、经销商和零售商等。代理事务还包括管道收购、
重建和基础设施征收。正是因为我们在代理土地征用人和产权业主两方面的土地征收处置的
所有阶段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才有能力处理一些涉及非常多的财产使用项目的高度复
杂的案例。
土地使用和开发
佑信 (Duane Morris) 所代理的客户包括非常多的土地开发商和产权业主，案例涉及的司法权既
有当地的，也有州一级的或联邦级别的。我们的土地使用方面的律师在规划、分区、再分和
获得执照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此外，我们也会协调土地开发中的所有准则，包括：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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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沿海法规、气候变化、空气质量、排放许可证、水质品质、濒危物种、关键栖息地、
既得利益、开发协议、勒索、经济适用房和重建开发。我们的商业、住宅和工业项目上至占
地数千英亩的大型规划社区，下至密集城市填入式开发。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资本市场
佑信 (Duane Morris) 代表的机构客户在全美和世界各地部署资本。我们的不动产、税务、雇员
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和资本市场方面的律师组成了一个紧密的跨学科团队，代表投资经纪
人和交易型/非交易型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处理办公室、多家庭、生地、工业、零售和酒店
资产方面的收购、融资、管理和弃置等事宜。我们帮助我们的客户构建、协商和完成以股本
或债权对不动产项目进行核心、增值和择机性的直接或联合投资，包括绿地、棕地或城市填
充的新建或修复项目；一次性和计划性收购、修复和融资；也包括夹层投资、参与债务和其
他债务结构的投资。我们时刻关注针对国内和境外投资人、养老金投资人、助学基金、基金
会和主
权财富基金的法规。在如何投资方面、我们会酌情建议是通过混合型基金、独立账
户、公开/非公开交易型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本土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c-blocker、总收益互
换结构、收益剥离、养老金型房地产信托投资还是碎片规则合伙人形式。如果有必要，我们
也会建议 采用房地产经营公司或风险投资运营公司结构或是其他方式以应对 ERISA 所禁止的
交易规则，包括无条件的和特殊豁免。对于使用境外投资机构所相关的问题，包括实际关联
收入 (ECI)、外国人投资不动产税法(FIRPTA)和其他税务投资和资金汇回本国规则，我们的丰
富经验使我们可以准确使用本土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C-blocker 或债券形式予以应对。我们
协助鉴别糟糕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收入\资产、无关经营计税收入(UBTI)、交易房地产、违反
碎片规则的行为，也会努力减轻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非常了解伞形 REIT(UPREIT)和权
益交换性REIT(DOWNREIT)结构以及使用经营性合伙企业(OP)和其他非现金货币对于收购的影
响。
商业及零售租赁
我们向业主和租户给出在商业、实业和零售租赁等各方面的建议。我们代理的客户包括国际
人事公司、一家美国专上学位提供者、酒店项目业主和私有不动产公司。我们的经验包括一
系列的租赁交易、诸如租约操作、土地出租、转租、定建租赁和售后回租交易。
代表事例


代表一贷款方重组价值 1.67 亿美元的借贷，涉及 12 州 43 家护理院的抵押贷款。



代表一股权购买人处理位于弗吉尼亚州 Alexandria 市价值 8200 万美元的项目。



代表拉斯维加斯 Sands 公司在宾州 Bethlehem 市取得建设一价值 9 亿美元的酒店/赌场和零售
中心的赌场许可证和建筑资格。此场所此前为 Bethlehem 钢铁公司所有，是美国东部地区
最大的棕地场所。



代表一大型企业以 7000 万美元股权收购占地 46 万平方英尺的 East Coast 零售折扣购物中
心。其收购形式使其可以避免收购中产生的交易税。我们创造的土地租赁和分布式贷款结
构促成了主要的和夹层证券化收购融资，并且满足商业抵押贷款证券评级局的标准。



代表一加拿大商业不动产开发商以 3500 万美元从一位于德国汉堡的股票基金公司购买一大
型商业项目，并将其转卖给 ING Cla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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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Cogen 科技取得规划委员会和区域规划局的许可，以在新泽西州 Camden 市建设一产
能 154 兆瓦，价值 1.5 亿美元的热电联供厂。



代表 Pennrose Properties 取得规划委员会和区域规划局的全部许可，在新泽西州 Camden 市
进行 Baldwin’s Run Hope VI 住房开发。



代表 Gloucester 郡改善署，以特别顾问身份处理价值 1.5 亿美元的法院翻新和扩建工程。



以顾问身份为一财富 500 强投资银行处理一系列银团贷款、担保贷款、建筑贷款和循环信
用任务，价值 1.5 亿到 6 亿美元不等。



代表一连锁酒店以总值超过 3.25 亿美元出售旗下四家酒店，并保留经营权和管理权 25
年。



以顾问身份为一财富 100 强贷款机构将以银团房地产为担保的循环信用额度替换为多个不
同期限的非保障性循环信用额度。循环信用额度价值 2.5 亿到 4 亿美元不等。



代理客户处理与不动产相关的价值 1.35 亿美元的债券再融资。客户参与加州中央谷地的天
然气开发输送项目。此案包括极度复杂的产权保险和地役权事项。



参与芝加哥西尔斯大厦的 7.8 亿美元再融资。



Participated in the $140,000,000 refinancing of a hotel in Times Square, New York, the mortgage of which
encumbered ground lease, developments rights lease and fee ownership interests covering the property,
together with $130,000,000 in layered mezzanine financing. 参与一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酒店的价值
1.4 亿美元的再融资。该融资以酒店地租，发展权租约和所有权利益作抵押，并包括价值
1.3 亿美元的多层夹层融资



参与一项目，以 1 亿美元收购和建筑贷款形式为一位于曼哈顿中城区的混合用途新造建
筑提供融资。此项目包含 63422 平方英尺的开发权购置和 31272 平方英尺的包容性住宅分
区奖励，以及 6457.5 万美元的多层夹层融资。



以顾问身份为一州立大学相关组织提供服务。此组织以 1.6 亿美元开发质子研究治疗中
心，使用线性加速器产生质子为癌症患者提供标靶式放疗治疗。复杂的开发过程包括土地
租赁、项目开发协议和项目融资涉及问题及其解决。

额外信息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致电 215.979.1386 联系 George J. Kroculick 或致电 212.692.1018 联系
Chester P. Lee 或联系 www.duanemorris.com 此执业组名下的任何律师。

上述对任何具体案件或交易的表述不代表相同的结果在其他案件或交易中也可以达到。任何法律事项都是独特的，每个案件结果都可能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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