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为您的企业保驾护
FUND OF YOU.
航。
知识产权法，科技法，
LET US SHOW HOW MUCH.
媒体和电信法，数据保护法
咨询和诉讼业务

通过为数据保护、知识产权（IP）和技术、媒体和电信业务（TMT) 提供建议，Wildgen的专业团队根据法律最新 规定帮助客户保护
和发展其核心业务。
在数据、知识产权和TMT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知识产权法和数据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获取该领域专家和诉讼律师的咨询意见是
创业公司和国际公司的业务关键。
我们的团队由IP/TMT合伙人Emmanuelle Ragot领导。她拥有20多年的国际工作经验，能够提供最高标准的服务，并被国际排名公认
为数据、信息技术和知识产权法专家。

我们如何帮助客户

WILDGEN在IP/TMT领域享有第一等律所排名。

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Wildgen专门创建了一个在IP和

Wildgen IP/TMT的合伙人和团队不仅是法律和监管框架业务方面

TMT诉讼和非诉业务上具有前沿专业知识的团队。

的专家，他们还了解IP/TMT部门面临的业务挑战。他们在欧洲最
著名的法律专业目录中也取得了顶级排名。

截至今天，该团队已经实现了100％的诉讼案件胜诉率。
我们的律师能够评估诉讼结果并提供风险管理方法。

Legal 500 EMEA指南的最新版本将Wildgen列为IP/IT领域的第一

他们在其他专业领域的律师协助下为客户提供最全面

等律所，并将由合伙人Emmanuelle Ragot领导的五强IP/TMT团队

的服务：

描述为在卢森堡为客户提供“优质、及时和准确的服务”，并在
大量的知识产权和TMT案件上，包括数据保护、电子商务问题和商

•

数据和隐私保护，

•

商标、版权、专利、注册设计和模型、商业实践

•

互联网相关事务、域名、域名抢注、云计算、互联

Emmanuelle Ragot本人也在最新的钱伯斯排名中的“知识产权和

网技术安全，

TMT”领域排名领先（Band 1）。她在为创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

商业秘密和专业知识，

•

不正当竞争和假冒，

•

媒体谈判和合同，电影制作，

•

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医疗保健、医疗和制药法），

•

能源监管，

•

一般民商法，

•

分销法，

•

竞争法。

标侵权，提供“准确和实用的建议”的“最佳IT/IP实践之一” 。

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监管知识和经验：“她的专业知识范围覆盖
了从授权和不公平交易到分销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她也是知名
的诉讼律师。”客户反馈说：“她在这个领域非常有声望，而且
随时都准备好为我们提供服务。”

我们在数据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媒体和技术业务领域的实践

我们的业务概览
知识产权
我们的团队为企业每个战略重要阶段方面提供建议：产权保护，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 自2018年5月25日起生
效。

商业化，创建、获取、利用和实施知识产权组合。我们协助客
户从商标申请到正式注册，同时还涵盖涉及欧洲法院的诉讼业
务。

在GDPR正式生效之前，我们已扩展了与其相关的IP/TMT团
队和服务，并提供了法律培训课程。

数据保护
我们为客户提供准确、清楚且与客户业务紧密相关的数据保护

我们的专家团队可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

咨询服务。我们的专家协助各种规模的公司，从初创企业到大
型企业，无论是需要短期危机管理协助还是定制解决方案，包

隐私与合规，数据传输，营销与电子商务，工作隐私，数据

括：隐私和GDPR合规，数据传输和库存，政策和合同，以及数

泄露等服务:

据安全和违规。Emmanuelle Ragot女士超过十年在数据保护
领域排名Band 1。

•

数据处理识别，

技术

•

协助您的本地或集团数据保护员，

•

在数据处理登记员的基础上确定行动计划，

•

风险的识别和管理（如果有）：影响分析，

•

数据政策起草，

•

内部流程组织，

•

文件实施，

•

参与本地和集团层面的数据保护战略，

•

与任何可能影响您业务的新闻相关的课程培训和法律

我们的律师提供最前沿和值得信赖的咨询服务，为在变化万千
的技术世界中运营的客户节省时间和金钱。我们的团队为众多
事项提供您所需的智能建议，包括软件开发，专利，许可协议，
云计算，IT安全，外包，法规，商标等。最近，我们正在协助
一家位于卢森堡的专门从事自然用户界面领域的工作室，以抵
制一家电子巨头和另一家跨国汽车制造公司生产与其产品非常
相似的非接触式控制显示器的市场推广行为。

更新。
媒体 & 电信
通过紧跟媒体的更新节奏，我们的IP/TMT团队避免了许多陷阱，
并同时能够就广泛的商业和监管问题向客户提供建议。 我们
还为电信行业的商业和监管法律的各个方面提供建议，包括数
据隐私，合同协议，许可等。Emmanuelle Ragot女士还为

新的知识产权税收制度项目

2018年国际电信、媒体和互联网比较法律指南的卢森堡章节以
及2015年OLSWANG欧洲电信基础设施共享指南的撰写提供了咨
询服务。
其他服务
我们的数据保护，IP/TMT业务团队定期举办有关卢森堡法律
和监管环境的研讨会和信息会议，并邀请客户免费参加。我们
还可为客户在卢森堡或国外的客户指定场所组织演讲和培训课
程。我们定期更新客户的新闻通讯、法律警报以及法律和监管
监控，以便识别和预测客户相关行业的立法变化。在客户主导
进行的法律研究框架内，他们的内部法律顾问也可以访问我们
的法律图书馆和数据库。

与先前的制度相似，通过符合条件的知识产权制度所得的合
格净收入仍将享受80％的免税优惠，新政策要求显示符合条
件的资产，此类资产的收入以及与此类资产相关的支出。

符合80％所得税免税条件的收入和收益等于符合条件的资产
乘以相关比率的符合条件的合同收入（调整和补偿）。
该比率等于合格的研发支出在研发总支出中的占比。

更多信息参见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律师具有可靠的专业知识和决心，同时也在业界具有高口碑。他们以成果为导向，注重服务，并且致力于客户的成功。他们积极
响应，眼界开阔，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团队包括具有不同职业和教育背景、文化、经验和专业的人员，所有团队成员都至少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和法语。
在Wildgen，数据、知识产权和TMT合伙人Emmanuelle Ragot女士还负责我们的创业法律中心，Wildgen 4 innovation。该团队被外界
评为是在卢森堡应对数字经济和不断发展的全新严苛法律挑战的领先团队。

联系我们的 IP-TMT 合伙人：

Emmanuelle RAGOT
合伙人 – 卢森堡执业律师
电话: +352 40 49 60 360
emmanuelle.ragot@wildgen.lu

Emmanuelle Ragot合伙人是巴黎和卢森堡的执业律师，负责Wildgen的数据，知识产权（IP）和技术、媒体和电信（TMT）业务团队
以及Wildgen 4 innovation，一个于2015年3月专门设立的创业公司法律中心。
Emmanuelle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与客户共同展开工作，以便根据他们的需求制定适当的策略。她拥有20多年在伦敦、巴黎和卢
森堡的工作经验，在保护客户利益方面也有丰富的实践，并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拥有强大的专家网络。
她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商业、劳动法和刑事诉讼，并在巴黎通过了 “Conférence du stage” 。随后，她在伦敦从事了两年的咨询工作，并
在一家魔术圈律所担任IP / TMT负责人长达六年。她目前致力于诉讼和咨询业务，并在知识产权诉讼和商业法上享有盛誉。她曾代理多
名高级别本地和国际客户进行与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比荷卢知识产权局（BOIP）、欧洲法院和国内法院相关的案件。她还就
跨司法管辖区的TMT项目数据合规性、协议起草以及与技术部门相关的合同谈判为客户提供建议。她的工作领域包括数据保护、技术
监管和一般监管工作，包括不公平贸易、电子商务、外包、云计算、许可和互联网相关问题。
Emmanuelle为客户提供培训，并定期在国际研讨会上进行演讲（如iTechLaw世界会议......）。
她毕业于CEIPI（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并且带领着一个强大的团队共同为客户的项目成功做贡献。自2008年至2016年，她被任
命为比荷卢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荣誉成员，并被任命为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小组成员，她的专业精神使她成为国际IP/TMT法领域的
关键之一。
Emmanuelle于2000年获得卢森堡执业律师资格，同时她在1992年至1997年期间也是巴黎律师资格协会的成员之一。

工作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
理解语言：意大利语

外界评价

近期工作

“在‘杰出的’Emmanuelle Ragot的领导下，Wildgen为无

咨询业务

数的知识产权和TMT事务提供了‘准确和实用的建议’，包括

我们的团队能够为您的公司提供以下建议：

数据保护、电子商务问题和商标侵权。Ragot还代表一家国际

•

金融，

鞋业公司参与了针对假冒产品的诉讼。” Legal 500 / 2017

•

药学，

•

能源，

•

IT，

•

创业公司，

•

数字经济，

•

创意产业。

“一位满意的客户这样称赞IP/TMT团队的客户服务：‘非常
好的表现。他们非常迅速地回复电子邮件和问题，并提供出色
的后续服务。’部门负责人Emmanuelle Ragot女士因其为初
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方面的监管知识和经验而备受推崇。她的
专长范围从许可和不公平交易到知识产权的分配和保护。她也
是一位著名的诉讼律师。客户报告说：她在该领域非常有资格，

诉讼业务

并且随时准备好为我们提供服务。” 钱伯斯 / 2017

我们的团队能够代理与欧洲法院、荷比卢知识产权局
（BOIP）、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和卢森堡法院相关的

“ ‘卢森堡最好的IT/IP实践之一’, Wildgen在大量的商标权

以下诉讼：

诉讼和强制执行案件，以及数据保护和电子商务侵权问题上，
为客户提供了‘优质、及时和准确的服务’。‘知识渊博并且

•

民商法，

实践力强’的Emmanuelle Ragot拥有‘卓越的行业和监管知

•

知识产权/TMT，

识’，以及知识产权和IT的核心实践。她同时还带领着一个专

•

数据保护，

注于为初创企业提供增长战略建议的五强团队。” Legal 500

•

分销法。

/ 2016
“Emmanuelle Ragot因其监管专业知识而受到广泛尊重，专
注于电子商务，不公平交易，许可和其他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
她代理众多重要的国内和国际客户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她具有
‘打破和呈现复杂法律问题的能力，让非业界专家也能了解他
们的选择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 ” 钱伯斯 / 2016
“ ‘高效并且知识渊博’ 的Emmanuelle Ragot是 Wildgen IP/IT
实 践 的 核 心 人 物 ， 为 Zapfi ， Converse 匡 威 和 Lombard
International等客户提供服务。” Legal 500 / 2015
“Emmanuelle Ragot是Wildgen IP/TMT 部门的负责人。该律
所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诉讼和监管建议，并为需要商标权和版权
诉讼以及知识产权侵权支持的初创企业提供特别支持。” IP
Stars Handbook / 2016
Emmanuelle Ragot 被Who’s Who Legal 2018评为数据专家。

WILDGEN S.A. - 69, bd de la Pétrusse L-2320 LUXEMBOURG – R.C.S. Luxembourg: B212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