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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希瑟·金 (Heather King) 

发送日期：2014 年 5 月 17 日 凌晨 1:21 

回复：主题： 特权与保密 

收件人：亨特·拜登（Hunter Biden） 

抄送： 戴文·阿彻 (Devon Archer) 

 

收到。我们继续把这项放在日程上，未来一周把这个细化，包括把研究人

员返回一些研究成果和 25 日乌克兰总统选举的时机考虑在内。 

 

希瑟·金（Hearther King）, 律师 

合伙人 

BOIES, SCHILLER & FLEXNER LLP 

西北威斯康辛大道 5301 号 

华盛顿 D.C. 20015 

202-274-xxxx （电话） 

202-237-xxxx （传真） 

hking@xxxx.xxx 

 

 

- - - - -原始邮件- - - - - -  

发件人：亨特·拜登 [mailto:hbiden@rosemonseneca.com] 

发送日期：周五，2014 年 5 月 16 日 下午 1:17 

收件人：希瑟·金 (Heather King) 

副本抄送：戴文·阿彻 (Devon Archer) 

回复： 主题：特权与保密 

 

希瑟 (Hearther)： 

 

我刚和戴文 (Devon) 谈过，并且今天早上在通话里下载了一个内容。抱

歉我要紧急去看牙周科医生，不能参加。我告诉过戴文 (Devon)，我认为

我们应该考虑起草一个特稿，就是我“解释”为什么觉得成为 Burisma 的

独立总监很重要。他说你们在通话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知道现在把注

意力集中到我身上是否是个好主意那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权衡利弊，我觉

得纠正误解和提供一个我坐上这个位置的合理理由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

块应该努力传达以下几条重要信息：1. 独立总监是怎样一个角色：我不是

股权持有人，我不是这个公司的职员。2. 企业责任及一个“现代化的/西

方的”企业架构在乌克兰经济重建中的重要性。我相信这对在乌克兰重建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民社会跟重建他们的政府一样重要。3. 能源不能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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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武器，但是乌克兰应该被允许通过发展他们自己的洁净天然气能源来抵

御来自东部的威胁。4. 唯一需要关注我们尝试帮乌克兰发展一个透明的、

科技化的综合能源部门的人，应该是那些能从现状中获利的人。诸如此

类… …  

 

亨特·拜登 

202.333.1880 

 

2014 年 5 月 16 日 下午 12:20 希瑟·金 (Heather King) 

<hking@xxxxxx.com> 写道： 

各位： 刚刚得到确认，你们从媒体那里收到询问或公关方面相关的问

题，请不要立即评论或回复。请把这些疑问/问题发送到这个群组邮件

名单，那么 FTI 可以给予及时的建议，关于要不要回复，如果要回复的

话，什么应该说，由谁说。（注意 FTI 的 Ryan 和 Brian，您刚刚交谈

的两位，也在群组邮件中，您可以在 “抄送” 那一行看到他们的地

址，为 FTI 做咨询）。 

 

另外，FTI 会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提供简单、简短、来自高层建议的谈

话要点，瓦迪姆（Vadym）可以把这些要点给亚历山德 

(Aleksander)，以备亚历山德 (Aleksander) 被记者直接接触并感到无

法拖延回答时使用。 

 

希瑟·金 (Heather King), 律师 

合伙人 

BOIES, SCHILLER & FLEXNER LLP（律师事务所） 

西北威斯康辛大道 5301 号 

华盛顿 D.C. 20015 

202-274-xxxx （电话） 

202-237-xxxx （传真） 

hking@xxxx.xxx 

 

美国国税局（IRS）第 230 号通知的披露： 

 

为确保符合美国国税局（IRS）的要求，除非我们另有明确说明，否则

我们通知您，本通讯中包含的任何美国联邦税务建议（包括任何附

件）均不打算或不被使用，并且不能用于（i）避免根据《国内税收

法》处以罚款，或（ii）促进，营销或向另一方推荐本文中涉及的任何

交易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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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电子邮件中所包含的信息只限于署名的接收人使用，并可能包含

以下信息，其中包括（除其它保护之外）律师和客户之间的权利，律

师的工作产品或根据适用的法律免于披露的信息。若阅读本邮件的人

不在收信人名单内，不是职员或是需要将邮件传达给名单内的收信人

的中介人，就特此通知您，严禁任何转发、传播、复制或以其它方式

使用本通讯，并且保留追究的权利。如果您错误地收到此信息，请马

上以邮件回复的形式告知发信人，并在您的电脑上彻底删除该邮件。

[V.1] 

 

此电子消息中包含的信息是机密信息，仅用于指定的接收者，并且可能包

含以下信息：在受保护的范围内，该信息属于律师-客户特权，律师工作

产品或根据适用的法律可以免于披露。如果此电子消息的阅读者不是指定

的收件人，或者不是负责将其发送给指定的收件人的员工或中间人，则特

此通知您，严禁传播、分发、复制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通讯，并且保留追

究的权利。如果您收到此通信系出于错误，请立即告知发件人，方法是回

复此电子消息，然后从计算机中彻底删除此电子消息。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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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Devon Archer（德文·阿彻） 
1）the board of Burisma Holdings Ltd 
   Burisma董事会成员 
2）managing partner at Rosemont Seneca Partners 
   Rosemont Seneca Partners管理合伙人 
3）co-founder of Rosemont Capital 
   Rosemont Capital联合创始人 
 
 
 
 
 
Vadim Pozharskyi, v.pozharskyi.ukraine@gmail.com 
1）Advisor to the Management Board,  

Burisma 集团管理委员会顾问 

2）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Burisma Group 
国际合作与战略发展总监 
 
 
 
 
Alex Kotlarsky (照片需要确认) 

亚历克斯·尼古拉 

乌克兰人，他在纽约从事汽车服务业务，  

并与 TriGlobal Strategic Ventures（朱利安尼用来

扩大其咨询业务到乌克兰市场的风险投资公司）合

作。 亚历克斯•尼古拉 (Alex Kotlarsky) 介绍了戴文

•阿彻（Devon Arche）与兹洛切夫斯基 （

Zlochevsky）在 2014 年冬天首次见面。  
Alex Kotlarsky, a Ukrainian who was in the car-service 
business in New York City and was working with 
TriGlobal Strategic Ventures—the venture-capital firm 
that Gi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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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her King 
希瑟·金 
Lawyer 
律师 
Partner at Boies Schiller & Flexner LLP 
Boies, Schiller & Flexner LLP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In 2014, Devon Archer invited Heather to take part in 
Burisma businesses. 
2014 年，德文 Devon Archer 邀请 Heather 参与

Burisma 事务。 
 

 

 
William Isaascon  
威廉•艾萨克森 

在本电邮资料中信息不多。查询姓名获得信息表

明，此人（也可能为同名同姓的人）为诉讼部门合

伙人，被广泛认为是这一代最杰出的诉讼人之一。 

作为美国审判律师学院的院士，于 2016 年被“美

国年度律师”和三次被《美国律师》评为“本周律

师”。 

 Bill Isaacson, a partner in the Litigation Department, is 
wide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reeminent litigators 
of his generation.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Trial Lawyers, Bill was named a “Litigator of the Year” 
in 2016 and a “Litigator of the Week” three times by 
The American Lawyer.  
 
 
 

 

公司介绍 

 
Burisma 布利斯玛股份公司：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risma  
相关报道： 
What is Burisma Holdings? The story behind the 
scandal-tied Ukraine firm that hired Hunter B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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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ies, Schiller & Flexner LLP:  
亨特·拜登在给比尔和克里斯 (Bill/Chris) 的电邮中让把

这家律师事务所“定位为有能力处理所有境内或境外地法

律事务，也帮他们在战略上思考关于当前危机和扩大现有

国内业务的策略”。在公司主页上该公司对自己的介绍

是：“我们是一家全球认可的公司，我们有庭审律师、危

机公关经理人、策略建议师，他们以富有创造力、进取和

有效率地追求我们客户的成功。” 
“We are a firm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rial lawyers, 
crisis managers, and strategic advisors known for our creative, 
aggressive, and efficient pursuit of success for our clients.” 
Source：https://www.bsfll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