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律师业是提供法律专业中介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也是
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积极投身公

益、 热心支持公益， 已经成为律师行业的一种风尚和价值追
求。 中国律界公益的发展背景和现状如何？ 具有什么特点？

近日 ,律新社公益法律服务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律界公
益法律服务发展报告（2021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由
国浩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北
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
（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北京家理律师
事务所、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 、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 、上海
市新闵律师事务所、 上海灏思瑞律师事务所与律新社联合出
品，对中国律界公益法律服务的整体概貌进行了描绘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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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界公益法律服务发展报告（2021年度）》发布

公益法律服务逐步走向专业化

律师和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是主力军

报告提到的“公益法律服
务”，是以律师、法律工作者和法
院院校志愿者、退休司法人员等
具有法律知识的人， 以及律所、
新兴法律服务业组织、 社会组
织、法律科技公司、公司法务部
门等和传播法律服务业资讯的
媒体平台（含法律法治频道、法
律媒体与法律自媒体平台） 等，
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特殊
群体的利益，提供的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专业服务。 其中，具备相
应法律知识的律师和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是公益法律服务的
主力军。

近年来，司法部制定的规范
性文件、全国律师协会和各地律
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都对鼓
励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作了
规定。 早在 2012 年，全国律师
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社会责任
基金管理办法》，对律师开展公
益律师服务、 重大法律援助案
件、 救助灾害等进行专门基金
支持。 同年，全国律师协会召开
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 公益法
律服务于社会责任委员会成立
大会， 这是推动律师自觉承担
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 多地律
师协会也成立了专门的社会责
任促进委员会，或法律援助、社
会公益相关的委员会，将社会责
任视为重点工作。

2019 年，司法部发布的《关
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
的意见》倡导每名律师每年参与

不少于 50 个小时的公益法律服
务，或者至少办理 2 件法律援助
案件。安徽、浙江、天津等多地还
出台相关办法， 实行积分制，或
制定公益法律服务时长折算标
准，将公益法律服务情况应用至
诚信公示、评奖择优、难度考核
等方面，以支持律师积极参与公
益法律服务。

对在公益法律服务领域做
出突出贡献的组织或个人，相关
部门进行了表彰。如司法部表彰
的“新时代最美法律人”、全国妇
联表彰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全国总工会
报表彰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先进集体和个人”等。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八五” 普法规划实施完成，
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
保障， 为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
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021 年，中
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
划（2020-2025 年）》 提出，到
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
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基本实现。 围绕时代新要
求，律师践行社会责任、参与公
益法律服务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疫情防控
现金捐赠超 1.5 亿元

报告将公益法律服务分为
专业公益和社会公益。 前者包
括法治宣传、普法咨询 、法律

援助、 为特殊群体赋权、 参与
社会治理如公益诉讼等，后者
包括抗疫救灾、 捐资助学、设
立公益基金、成立公益律所服
务行业等。

报告显示，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20 年 2 月 21 日，全国律
师行业针对新冠疫情的现金捐
赠累计超过 1.5 亿元。 此外，律
师行业还通过购置物资、发起募
捐、 撰写疫情相关法律文章、线
上解读法律等方式参与公益。例
如，瀛和律师机构全国各地律所
共捐款捐物近 100 万元，并联合
中小企业协会推出“百家律所万
家企业亿元捐赠活动”， 最终首
批 598 名瀛和律师提供了近 10
万小时、价值亿元的公益法律咨
询服务。

在公益筹款/捐赠方面，律
所采用认领校园建设项目、成立
基金/基金会、成立慈善信托、直
接捐赠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
涉及教育、健康、老年人权益保
护等领域。其中以提供专业法律
服务和直接捐赠居多。例如疫情
期间，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联合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成立了京师
公益基金，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京师北京总部及全国体系分
所、联盟所向基金捐款超过 213
万元。

报告显示，为更好地为公益
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至少 28 家
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公益基金或
基金会， 其中 14 家为进入 The
Lawyer 中国律所创收 TOP30 榜
单的律所。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中伦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
所等 20 家律所确定成立公益基
金，部分律所还成立有专门的公
益基金委员会。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全国
社会组织信息公示信息平台查
询， 确认至少方达律师事务所、
德恒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
所、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等 4 家
律所已注册成立基金会。

值得注意的是，大成律师事
务所于 2007 年设立的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大成慈善基金，已累计
向大成律师希望小学、汶川地震
灾区等捐助近千万元。

法律服务向专业化靠拢

在管理方面，越来越多律所
注重公益组织化建设， 以公益
部/公益委员会的方式推动律所
公益系统化运营，保持项目长期
运作和逐步推进。部分律所还与
公益界人才开展合作。 例如，北
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于 2016 年
组建了律所公益部（后改为社会
责任部）， 随后京师律师事务所
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成立
了京师公益基金。再如，安理（西
安）律师事务所自成立伊始即设
立公益委员会，每年制定年度工
作计划，有目标、有组织地开展
公益活动。

机构化和项目化同样是趋
势。 越来越多的律师或成立公
益性质的律所， 或探索创办专
业的公益机构，尝试探索、优化
和迭代公益模式。 例如，上海复
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
心是作为社会力量发起的非营
利组织法研究社会智库， 为社
会组织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能力
建设。再如，2013 年成立的深圳
市福田区维德法律服务中心是
由律师自筹资金、 自发创办的
公益法律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其青少年普法项目“新雨计划”
和“一起爱法”实现了常态化，培
训的 600 多位志愿律师在深圳
上了 3000 多堂法律课， 随其派
生的 5 个系列、80 个标准化普
法课件陆续进入了全国 20 多
个省市的 800 多所学校， 受益
学生近 100 万人次。

在社会责任报告方面（以下
为不完全统计）， 国浩律师事务
所于 2009 年发布了第一份律所
社会责任报告，更多律所紧随其

后：2012 年有 3 家、2014 年有 2
家、2016 年有 3 家、2017 年有 3
家、2018 年有 5 家、2019 年有 5
家、2020 年有 3 家， 总计 25 家。
律师协会也积极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 最早是北京律师协会在
2010 年发布， 随后是全国律师
协会，上海、浙江、陕西、广东、福
建等 16 个省市级律师协会和南
通、榆林、厦门等 17 个地级市律
师协会也相继发布， 至少 34 家
律协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

存在多项不足

报告指出，现有公益法律服
务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对
法律服务需求，尚未实现“普惠
化”“均等化”的目标，多方面存
在不足。

在法治建设方面，现有法律
法规多集中在制度规划目标层
面，尚未制定专门的《公益法律
服务法》， 影响了服务资源运行
效益。 在具体实施方面，公益法
律服务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衡、缺
乏最低资金保障、服务内容衔接
不足等问题。在组织管理和人才
建设方面，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主
体和联动少，缺乏有效的组织和
管理体系，考核激励和服务质量
监督机制有待完善。

对此，报告提出七项建议：
加强公益法律服务立法； 加大
财政投入与保障； 培育壮大公
益律师队伍； 构建统一的公益
法律服务平台； 建立健全考核
激励和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大
力表彰公益法律服务先进典
型； 复制推广成熟的公益法律
服务模式。

通过七项措施多管齐下，推
动律师公益法律公益法律服务
制度化、规范化，构建覆盖城乡、
高效便捷、普惠均等的公益法律
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在全面
依法治国中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马兴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