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
（２０１８ｖｉ）ｅｗ
Ｎｏ．２ａｗＲｅ

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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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大致经历了从纪律走向规则、从规则确立走
向规则实施的转型发展。随着律师队伍的急剧扩大和律师行业整体格局的重大变化，不断涌现的律
师执业失范行为对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构成新的挑战。而对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来说，新的时
代背景也隐含着重大的机遇：律师队伍的急剧扩大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律协地位的突出为律师职业伦
理的规范化执行提供了组织条件，而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与研究重要性的提升则奠定了研究力量。与
此同时，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中国化进程依然需要从多个方面进一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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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在谈到律师职业伦理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指道德层面的伦理玄谈，
而更多是指一套相对成熟的有关律师职业伦理的制度规范和学理解说。 律师或准律师通过律
师职业伦理规范相关课程的研习可以尽量避免陷入相应的伦理困境乃至法律雷区。〔１〕 另一方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司法评估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批准编号：１７ＺＤＡ１２９）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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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也是回应社会对律师群体职业期待并据此赋予其自我管理权的根本性
举措。〔２〕 而在我国，这样一种制度和学理的探索似乎还在急剧的变动当中。近年来，随着重庆李
庄案、北京李某某案、死磕派律师现象等一系列事件的不断出现，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反复叩问着法
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内心。对于在这些问题的探索过程当中，不断出现的案件和激烈的争议一定
程度上恰恰说明我国当前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变动期，还没有非常确定的共
识。在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被纳入法学本科生核心课程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将认真反思我国
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积累并且深入检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律师职
业伦理规范建设将会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未来走向。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对过去三
十余年来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进行简单的梳理与总结；第二部分则对过去十年来我国律师业
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基本概括，并对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应对状况进行初步的检视；第三部分将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建设方向做一个展望。

一 、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历史审视
我国律师职业伦理建设发展的历程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息息相
关。在这不到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律师职业伦理在制度建设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到
细、从执业纪律到职业规范、从规范确立到规范实施的演变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
（一）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无到有的阶段
１９８０年，伴随着《律师暂行条例》的颁布和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律师重新走进了社会公众
的视野当中。在《律师暂行条例》当中，律师被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其工作机构则是“法律
顾问处”，机构的性质为隶属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事业单位。律师开展工作的宗旨为“必须以事
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律师暂行条例》第３条）律师的
身份与国家公务人员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对其行为的规范自然与国家公务人员总体上一致。绝大
部分律师的业务范围主要局限在刑事辩护和婚姻家庭等案件，也包括为国营、集体企业提供的法
律顾问业务。〔３〕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所谓律师职业伦理并无太大的存在空间，因为律师与当事人
之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委托关系，而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更像是一种执行职务的行为，
并不会遭遇行为伦理上的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法律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推动律师职业的制度变革。１９８８年开
始，在北京、深圳等几个大城市出现了合作制律师事务所。１９９３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经国务
院批准的《司法部提出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我国律师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其中，提
出的“四个转变”要求：（１）从过去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划分律师事务所的性质转变为自愿组
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的自治、自律性的律师事务所；
（２）从用行政官员、行政级别的概念来界定律师的属性，逐步转变为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的法律
工作者；（３）律师执业机构从单一模式，转变为多种组织模式；（４）对律师的管理从过去完全由司
法行政机关管理，向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和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并创造条件最终
〔２〕
〔３〕

［日］森际康友主编：《法曹伦理》，刘志鹏等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页。
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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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律师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４〕 律师角色转变与律师行业管理模式
变化带来了对律师行业管理规范的需要，为了避免律师堕落为单纯的营利者，通过强化职业伦理
来改善其职业形象成了应有之义。〔５〕１９９０年司法部颁布《律师十要十不准》，以简明扼要的形式
对律师提出了守法、尽职、保密、合理收费、公平竞争等基本要求。１９９３年，司法部颁布了更为详尽
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该规范一共四章２１条，其核心是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原
则性要求，对律师执业纪律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在这一阶段，律师职业伦理方面的重要突
破是实现了从无到有。司法部的两个规定以简明扼要的形式为律师的执业行为划出了基本的行
为界限。这从这两个规定的立法用语就能够得到鲜明的体现，《律师十要十不准》在 １０ 个方面规
定了律师“要”做什么，“不准”做什么，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核心则是规定律师“必
须”做什么和“不得”做什么。尽管这些规定更像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纪律”，而不是具有完整规范
形式的“规则”，但它们确实为我国律师职业伦理的规范化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二）２０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由粗到细的阶段
从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律师行业开始进入快速的发展
阶段。１９８９年，全国律师总人数只有 ３１４１０ 人，而到 ２０００ 年，中国律师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
１１７２６０人。２０００年，各类律师机构已达九千三百多个，其构成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３０９８个，占总
数的３３．３％；合作制律师事务所９３３个，占总数的１０％；拥有国资所５２１６个，占总数的５６％。到
２００７年，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达到８５９８个，合作制律师事务所１８９２个，国资所１６７４个，个人律师
事务所２０４个，全国律师事务所达到１２４２８个。〔６〕 与律师业的快速发展并行的是律师行业进入
脱钩改制的发展阶段，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两结合的宏观管理体制开始进入实际运行。
１９９５年７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律师行业选举产生了全部由执业律师组成的理事
会。１９９６年，全国律协颁布了新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与司法部颁布的同名规范相
比，这一新规定在规范内容和用语方面并无显著的变化，仅仅是将原来的“律师执业纪律”一章划
分为四章而已。２００１年，全国律协对该规范进行了修订，在保持整体篇章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将规
范的条文从４０条增加到了４８条。２００４年，全国律协又专门颁布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中第
２条明确提出“本规范是律师规范执业行为的指引，是评判律师执业行为的行业标准，是律师自我
约束的行为准则”。《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颁布和不
断修订代表着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化的基本成果。
表１ 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演变对比表

颁布（修订）
时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

规范名称
律师十要十不准
律师惩戒规则
律师职业道德和
执业纪律规范

颁布部门
司法部
司法部
司法部

篇幅与内容

代表性规范
用语结构
要…，不准…

１０条
２９条
２１条，四章，分别为总则、律师职业道德、 必须…，不得…
律师执业纪律、附则

肖扬：《律师工作改革的重大突破：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纪要》，载《中国律师》１９９３年第８期。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４３页。
杜福海：《律师在促进亚太地区和谐发展中的作用》，载法制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ｚｔ／
２００７ ０４／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９７９８４．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１ １６）。
〔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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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修订）
时间

规范名称

颁布部门

１９９６年颁布， 律师职业道德和 全国律师
协会
２００１年修订 执业纪律规范
１９９９年通过， 律师协会会员违 全国律师
２００４年、 规行为处分规则 协会
２０１７年修订 （试行）
２００４年颁布， 律 师 执 业 行 为 全国律师
２００９年、 规范
协会
２０１７年修订
２００８年颁布， 律 师 执 业 管 理 司法部
２０１６年修订 办法

续表
代表性规范
用语结构

篇幅与内容
４０条，七章，分别为总则、律师职业道德、
律师在其工作机构的纪律、律师在诉讼与
仲裁活动中的纪律、律师与委托人、对方 应当…，不得…
当事人关系的纪律、律师同行之间关系的
纪律、附则
９８条，八章，分别为总则、惩戒委员会、纪
律处分的种类、适用、违规行为与处分的
适用、纪律处分程序、复查、调解、附则
１０９条，九章，在部分章下设节。总则、律
师执业基本行为规范、律师业务推广行为
规范、律师与委托人或当事人的关系规 强制性规范与任
范、律师参与诉讼或仲裁规范、律师与其 意性规范相结合
他律师的关系规范、律师与所任职的律师
事务所关系规范、律师与律师协会关系规
范、附则
其中第四章规定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共计２６条

这一阶段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呈现出三个重要变化趋势：第一，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所涵
盖的范围日趋广泛而严密。１９９０年的《律师十要十不准》着重针对的还是律师执业当中的一些较
为突出的失范问题，比如像律师的收费问题、保密问题、尽职问题、廉洁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从
整体上来说缺乏体系性的思维。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６年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则逐渐将规
范的范围概括为律师职业道德和律师执业纪律两大部分，其中律师职业道德部分主要是一些基本
义务条款，包括守法、尽职、同业相互尊重、廉洁自律等方面的义务。律师执业纪律则被概括为律
师在其工作机构的纪律、律师在诉讼与仲裁活动中的纪律、律师与委托人、对方当事人关系的纪
律、律师同行之间关系的纪律等四个方面。２００４年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则进一步将规范的两部
分界定为“律师执业基本行为规范”和具体环节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中具体环节的律师执业
行为规范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律师业务推广行为规范”和“律师与律师协会关系规范”两个板
块。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有三方面的显著变化：首先，最为直观的是规范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从最初
的１０个条文增加到目前的上百个条文。其次，从规范体例来看，逐渐由完全不分章节演变为区分
总则与分则、基本规范与具体规范。与此同时，开始在一些规范比较长的章下面再区分为若干节，
最终形成由“章 节 条 款”组成的严密规范体系。再次，在规范所规制的对象上，逐渐由一些突出
问题发展成针对一些比较稳定的问题域的规制，这些问题域是按照律师执业活动的基本轨迹来展
开的，并且充分考虑了律师执业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问题域的趋于稳定充分说明了我国
对于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已经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体系和话语体系。通过这样一个过
程，律师执业伦理规范逐渐由最初非常粗疏的几个条文发展为条文繁多、体系日趋严密化的类似
法典化结构的一套规范体系。
第二，逐渐形成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立体化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在横向上，形成以《律
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为核心，其他专门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相配套的律师执
业行为规范体系。为了保障《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有效实施，还有相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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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来作为违反前者的惩戒依据和实施程序。作为一个
行业行为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实施效力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那么必然沦为一纸具
文。〔７〕 除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之外，目前还就一些专门领域出台了专
门性规范，比如像《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２０１７）、《律师承办行政案件规范（试行）》（２００５）等一
系列专门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而从纵向角度来看，形成以全国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为顶层，各
层次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相配套的立体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体系。以全国律师业最为发达的北京市
为例，先后制定了《北京市律师执业规范》（２００１）、《北京市律师保守执业秘密规则》（２００１）、《北京
市律师业避免利益冲突的规则（试行）》（２００１）等多个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第三，律师职业伦理规范逐渐由行政纪律转变成为职业行为规则。首先，从规范的产生过程
来说，规则的创制往往是民主程序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的产生是律师行业自
治的集中体现，而律师行业自治往往是以律师行业内部民主治理为前提的。与规则相比，纪律一
般都是科层制中上级对下级的一种约束机制，其产生过程往往是上级长官意志的决定而缺乏集体
民主的参与。〔８〕１９９０年的《律师十要十不准》便是行政纪律的一种体现，它来自司法部的行政意
志，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划下了一系列禁区，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则是由全国律师协会常务
理事会集体表决的结果。其次，从规范本身来看，规则不再仅仅是对律师行为的强制性戒令，而更
多的是调整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利益界限的规范性条文。１９９０ 年的 《律师十要十不准》和 １９９３ 年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规范形式是以“要”“不准”“必须”“不得”为话语标志呈现出来
的强制性戒令。而到了２００４年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除了有强制性规范，也包括一些带有指引
性质的任意性规范，充分实现了惩戒与指引相结合的规范指导功能。最后，从规范内容来看，行政
纪律往往比较简单扼要，而规则往往更为细致具体一些。以保密义务条款为例，《律师十要十不
准》中规定：“要保守国家机密和执行职务中知悉的秘密；不准以任何形式泄露国家机密和当事人
秘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９条则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
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对比这两个条款，前者简明扼要，但设定
的条件其实并不清楚。后者一方面将保密义务的范围设定为律师在执业活动当中所知悉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另一方面也为律师保密义务设定了一个必要的例外。因此，从规
范可适用性角度来看，后者的可适用性更强一些。

二 、当前律师职业伦理的宏观背景与应对状况
回顾过去四十年，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经过曲折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律
师职业伦理规范体系，这为我国律师行业自我管理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律师行业在新的发展形
势下开始对我国当前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提出全新的要求。从２００４年《律师执业行为规范》颁布到
当前为止，中国律师行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７〕 律师执业伦理规范的效力虚化问题是各国都会面临的难题，即便在法律职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也面临这
一难题。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ｂｅｌ，“ＷｈｙｄｏｅｓｔｈｅＡＢＡ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Ｒｕｌｅｓ”，５９ （４）Ｔｅｘａ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１）．
〔８〕 有关纪律与规则区分的详细论述，参见吴洪淇：《法律职业的危机与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９８～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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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律师行业发展的新动态
首先，律师行业的规模已经急剧扩大了。２００４年，全国有专职执业律师１０６４９１人，律师事务
所１１８２３个，其中国资所１６５３个，合作所１８０５个，合伙所８１６１个。〔９〕２０１３年，全国有专职执
业律师２２５２６７人，律师事务所２０６０９个，其中国资所 １４６９个，合作所１１个，合伙所１４３１８个，个
人所４６３５个。〔１０〕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月份，全国律师总人数已经超过３０万，律师事务所达到２．５万多
家。最近１０年，我国律师人数保持年均９．５％的增速，以每年２万左右的速度增长；律师事务所数
量也是年均７．５％的增速。２０１５ 年全国律师业务总收入 ６７９ 亿元，近八年保持年均 １２．８％ 的增
速。〔１１〕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快速增长给律师行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其次，律师行业分化趋势愈加明显。随着律师队伍的扩大，一部分律师事务所开始朝规模化
甚至跨国化方向发展。如果以拥有１００名以上执业律师作为标准，到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为止，仅北
京一地就有３０家大型律师事务所，这个数据仅仅包括北京本地所律师人数，不包括总部在北京的
外地分所人数。〔１２〕 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则开始朝着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在民
商事和刑事等领域涌现出一批精品律师事务所。即便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内，也开始出现行业分
化的现象。比如在刑事辩护领域，随着死磕派律师的出现，刑事辩护律师之间也出现了各种不同
的阵营。律师行业的分化带来了许多全新的职业伦理问题，比如像组织性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关
系问题、律师庭外言论的限度、大型律师事务所内部的利益冲突协调等问题。〔１３〕
再次，律师跨地域流动和横向跨所流动也进一步加剧。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北京地区的律师仅仅
占全国的不到５．６％，而到了２０１３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为 ９．８％ 了。〔１４〕 这种现象在最近十多年
以来存在于全国不同地域的律师行业。〔１５〕 律师的跨地域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律师业内部的分层和
不平等，许多流动到新地区的律师往往面临着案源的问题，必然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尽快获得当
地法律服务市场的一席之地。在跨地域流动的同时，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并、分立也会产生许多
横向的跨律师事务所流动。２００５年，全国律师事务所有１２４２８家，而到了２０１７ 年，全国律师事
务所已经达到２．５万多家。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事务所的分立、合并、新建都会带来许多律师的
横向流动问题。无论是跨地域流动还是跨所横向流动，都带来了许多职业伦理上的新问题，比
如像律师在收费上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律师业务宣传问题甚至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司法腐败问
题等。〔１６〕
参见于宁、邓甲明主编：《中国律师年鉴（２００４）》，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１２～３１９页。
参见李海伟主编：《中国律师年鉴（２０１３）》，中国律师杂志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６～２７８页。
参见李豪：《我国执业律师人数已突破３０万》，载《法制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第１版。
上述数据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发布的公告整理。相关公告载首都律师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ｗｙｅｒｓ．ｏｒｇ．ｃｎ／ｃａｃ／１４８０９１９１９４７１６．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４）。有关中国大型律师
事务所的讨论，ｓｅｅＳｉｄａＬｉｕ＆ＨｏｎｇｑｉＷｕ，“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ｗＦｉ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Ａｇｅ
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２２ （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１３〕 有关死磕派律师带来的职业伦理难题，参见方娟：《刑事案件律师庭外造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 《政
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有关组织性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独特关系问题，参见王进喜：《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
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８～１３３页。
〔１４〕 数据来源于《中国律师年鉴（２０００）》和《中国律师年鉴（２０１３）》。
〔１５〕 刘思达、梁丽丽、麦宜生：《中国律师的跨地域流动》，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１３卷第１辑。
〔１６〕 比如律师收费方面，四川省最新律师收费标准（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开始实施）规定，代理诉讼案件一个阶
段不能低于５０００元，法律咨询不能低于５００元，担任单位常年法律顾问不能低于两万元。不按规定收费造成不良
影响的将约谈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并进行内部通报。由此引发对律师收费最低限度的一些争议。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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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应对状况
尽管律师行业的规模成倍增长，新形势下律师队伍也产生了新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但从全
国律师受惩戒情况来看，律师队伍受惩戒的人数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下表 ２ 显示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度全国律师受到行业处分和行政处罚的基本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 ２０１３ 年对比
２０００年全国律师人数已经增长了两倍有余，但行政处罚仅仅增加了不到一倍。２０１３年比２００７年
的全国律师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但受到行业处分和行政处罚的律师人数反倒大幅度下降。为何
律师人数规模急剧扩大，而受惩戒的律师人数反倒下降呢？如果单纯从律师受惩戒的情况来看，
似乎可以得出全国律师行业职业伦理趋于良好的结论。但这样一个结论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推敲。
年 份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度全国律师受惩戒状况 〔１７〕
执业律师人数
受行业处分
受行政处罚
６９１１７人
３５人次
７６５５８人
５２人次
９００１２人
７７人次
９９７９３人
６８人次
１０６４９１人
１８９人次
１１４４７１人
１２６人次
１２２２４２人
１１０人次
１２８１７２人
２２８人次
１２１人次
１７６２１９人
１７５人次
１２２人次
１９２５４６人
１３３人次
８７人次
２２５２６７人
１５１人次
６９人次

被吊销执照的律师
６人
９人
１２人
７人
４７人
１７人
７人
２８人
３６人
２１人
１５人

这个结论显然与社会公众对律师行业职业伦理的整体评价存在差距。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
明指数调查团队在２０１６年所展开的一场全国范围调查当中，就律师职业伦理状况对全国３１个省
级地区的１８５５２个社会公众和５８４８个法律从业人员展开了调查。其中，２２．６％的受访人士认为
其所在的当地律师非常可能或很可能存在虚假宣传问题。２３．６％的受访人士认为本地律师非常可
能或很可能存在虚假承诺。２２．７％的受访者认为本地律师非常可能或很可能与法官存在不正当利
益往来。〔１８〕 在另一个由东南大学法学院王禄生在 ２０１６ 年发起的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也佐证了
这样一个评价。在这个面向全国６９１６名社会公众的调研当中，对于本地区律师“不虚假承诺、不
虚假宣传”方面，３．５７％（２４７人）选择了“极不信任”，３１．９４％（２２０９人）选择了“不太信任”，而选择
“完全信任”（４４．１３％）和“比较信任”（３．４８％）的合起来不足一半。〔１９〕 这两个调查至少说明了当前
社会公众以及法律人自身对于律师界的职业伦理水准的评价并没有律师惩戒数据表现出来得那
本表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的《中国律师年鉴》，其中部分年份的数据因为统计范围的问题无法找
到。需要说明，其中所统计的律师人数主要按照专职律师来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仅有对行政处罚的统计，没有对
行业处分的统计，因此数据为空缺。
〔１８〕 具体调研情况介绍，参见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２０１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４～３７页。
〔１９〕 王禄生：《公众心中的刑事法治状况》，２０１６年未刊稿。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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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令人乐观。
法律人和社会公众对于律师职业伦理水平的主观感知与律师惩戒的客观数据之间存在鲜明
的反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反差，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我国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开始进
一步强化对律师执业失范行为的惩戒力度。以下表３就是两个中心２０１７年４—１１月份发布的律
师被投诉和惩戒的基本情况。从表３数据可以发现：（１）２０１７年４—１１月这八个月当中律师被行
业处分的数量为２２４起，预计全年应该超过３００起。即便以每起一位律师受到处分来计算，目前被
处分数量是２０１３年的两倍。（２）２０１７年８个月的数据显示，立案数大约是投诉数的１／３，行业处
分数占立案数的１２．２８％，行业处分数占投诉数的４．１％。换言之，２５起投诉的案件中有８起会被
立案，有１起被投诉人会最终受到惩戒。这样一个比例可以同美国的纪律惩戒情况做一个横向比
较。１９８４年，加利福尼亚州的８００００名律师一共被提起了８０００起投诉，最后有４８名受到秘密的
谴责，２３名受到公开的谴责，８１名被暂停资格，１１名被剥夺资格。按照这样一个数据，被惩戒占被
投诉的比例大约为２％，这样一个比例与纽约、芝加哥等地区的惩戒力度类似，却被美国学者批评
为“惩戒程序特别的宽容”。〔２０〕因此，无论是从纵向的趋势还是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２０１７年对于
律师违反职业伦理规范的行为的惩戒都进一步加强了。
月 份
４月份
５月份
６月份
７月份
８月份
９月份
１０月份
１１月份
总 计

表３ ２０１７年４—１１月全国律师惩戒情况 〔２１〕
投诉数
立案数
５７９
１３６
５６４
２３０
７３９
２４２
５８７
２２０
７５９
２６９
７４１
２５２
６５４
２３７
８１６
２３７
５４３９
１８２３

行业处分
１２
２１
２２
２６
４３
３２
２６
４２
２２４

（三）当前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主要问题
从最近几年来看，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还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对于律师执业过程
中出现的一些职业伦理问题，特别是一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律师协会的回应存在一定的
被动性。以律师对在审案件庭外造势的界限这一近年来最受实务界和学界关注的问题为例。律
师对在审案件的庭外宣传是否存在边界？如果存在边界的话，这个边界在何处？随着互联网的兴
起和律师对自媒体日益娴熟的应用，这样一个问题正变得日益急迫。这样一个问题早在 ２００９ 年
李庄案件之后便已开始大规模出现，但律师协会对这一问题一直缺乏有效的回应。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３月，北京市律协才发布《北京市律师协会执业纪律与执业调处委员会第九号规范执业指引》，对律
〔２０〕 参见［美］理查德·Ｌ．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８９～
页
１９１ 。
〔２１〕 本表数据来源于全国律协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投诉受理查处中心于２０１７年４—１１月期间每个月所
发布的通报，由笔者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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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表公开言论和公布案件信息的行为作了诸多限制。６月，全国律师协会在《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试图对这个
问题进行回应，在《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第１１条和第８４条中进行了相应
的规范并且在《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办法。
但这些条款的酝酿与出台非但没有带来问题的彻底解决，反倒因为被质疑针对某些群体和程序不
当而引发诸多争议甚至一度搁浅。〔２２〕 面对中国律师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这些律师职业伦理问题
如何进行有效的、积极的应对，将是未来律师职业规范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实施过程还相对比较宽容，并且带有一定的滞后性。２０１７ 年律
师职业伦理规范对律师职业伦理失范行为的惩戒总体上还是比较宽容，这一点从 ２０１７ 年的律
师惩戒状况与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之间的律师惩戒状况的比较就可以明显体现出来。 现实当中确实
有不少本应受到惩戒的律师失范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惩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公
众和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对于律师职业伦理水准的负面评价。 此外，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对
律师失范行为的回应也带有一定的滞后性。比如像李天一案件当中，相关各方之间的媒体战已
经产生很糟糕的社会影响，律师协会在李天一案件宣判后的第二天才宣布对于律师失范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即便律师协会对相关律师进行了惩戒，但整个事件对于律师形象的负面影响已经
完全无法挽回了。
最后，律师协会对律师惩戒基本上还是不公开的，无法为公众所及时了解。一些做得比较好
的律师协会过去的做法也仅仅是定期将律师惩戒的案例作为内部资料在律师群体内发放，而相关
的惩戒数据也是严格保密的。律师惩戒的封闭性和秘密性一方面使得社会公众无法及时获悉对
律师的评价状况，另一方面也使得律师惩戒措施无法发挥有效的警示作用。因此，可以做出这样
一个判断：最近十年以来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相比于我国快速发展的律师行业来说是落后
的，需要及时跟进。

三 、走向践行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
如果说过去前三十年，律师职业伦理规范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发展历程的话，那
在刚过去的几年中，则开始走向另一个新时代的十字路口。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是律师行业进行自
我管理的有效规制工具，但这一自我管理的权利并非天经地义，而是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２３〕
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既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也隐含着历史性的机遇。
如果说，在２００９年之前，律师职业伦理问题还仅仅是被视为边缘性问题的话，那么从２００９年重庆
李庄案件审判开始，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开始不断走向社会公众聚焦的舞台中央，被一系列热点案
件不断激活着。而随之而来的是对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和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研究所产生的深远
影响。
第一，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不断被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所激活，一系列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应该从
制度建设和学理研究层面进行重点回应。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律师执业当中所遭遇的伦理
问题在一系列的个案当中开始受到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的广泛关注。２００９年，重庆李庄伪证案件
相关事件的报道，参见刘炎迅、刘长：《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修订引争议，律师遭遇网络“封口令”？》，载《南
方周末》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９日；李恩树：《律协修规“谨言慎行”？》，载《财经》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４日。
〔２３〕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Ｂ．Ｗｉｎｋｉｎｓ，“Ｗｈｏ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Ｌａｗｙｅｒｓ？”５９Ｔｅｘａ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９ （１９８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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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判引发了对律师伪证问题的广泛讨论；２０１２年，贵州小河对黎庆洪等涉黑团伙案件的审理导
致了辩护律师的群体性抗争，进而引发对律师庭外造势行为界限的讨论；２０１３年，李某某案件中律
师的庭外媒体战提出了律师对在审案件庭外宣传行为的限度问题的讨论；２０１７年，杭州保姆纵火
案当中律师的退庭抗争行为引起了对律师庭上义务的关注。这些案件其实仅仅是近年来在社会
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的系列案件的代表，其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这些案
件当中所提出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挑战了或超出了当前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所涵盖的基本范
围，而其伦理界限恰恰是不同法律职业群体和社会公众群体所纠结的焦点。
月 份
５月份
６月份
７月份
８月份
９月份

表４ ２０１７年５—９月全国律师被投诉情况 〔２４〕
代理不尽责
违规收案
违反司法行政 以不正当方式
行为
收费行为 管理或行业管理 影响依法办案
—
—
１５８
７７
１７８
１１８
５３
１３
１４５
１０３
４２
２１
２１５
１１７
６２
４２
２１９
１２５
４４
２６

利益冲突
—

２９
１７
２７
２５

与此同时，在这些焦点问题之外，从目前披露的数据来看，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惩戒的问题主要
还是聚焦于一些常规性问题。表４是对２０１７年５—９月份这５个月全国律师被投诉的基本分类整
理。从中可以看出，律师被投诉的违反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行为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下列五种
情形当中：（１）代理不尽责行为。代理不尽职稳居被投诉类的第一位。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第７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
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代理不尽责行为种类繁多，比如应该及时举证而未能及时举
证、应该及时上诉而不及时上诉、未尽职审查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书、指派非律师代为执业、未完成
尽职调查等。（２）违规收案、收费问题。这是遭遇投诉次数排行第二的违规类型，比如执业律师避
开律师事务所私下收办案件、私设办公地点、律师以公民身份代理案件、私自收费、不开具正式发
票、在法定范围之外收费等。（３）违反司法行政管理或行业管理，主要包括虚假宣传、虚假承诺、诋
毁同业律师、私设分支机构、拒绝配合律协调查等行为。（４）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案，主要包
括办案过程中的各种违规行为，比如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中的各种违规行为、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
各种违规行为、律师对在审案件的不当庭外宣传等。（５）利益冲突问题。《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明
确要求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并且就利益冲突的情形进行了明确
的规定。但在律师执业活动当中，依然经常会发生利益冲突的问题。比较常见的有律师在同一案
件中的利益冲突、同一律师在不同案件中的利益冲突、同一律所不同律师在相同案件中的利益冲
突等情形。无论是作为社会热点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还是作为常规问题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都
在以不同的形式不断激活规定在书面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或者被援引来应对常规性问题，或者
因为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本身的缺陷而受到挑战。而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使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作为
一种社会规范，逐渐而又深刻地影响到法律职业人士的行为方式，并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对法律职
业，特别是律师职业群体的认知与评价。
〔２４〕 本表数据来源于全国律协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投诉受理查处中心于２０１７年４—１１月期间每个月所
发布的通报，由笔者整理而成，其中４、１０、１１月份的相关数据没有发布，所以仅整理了５—９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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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重心开始由传统的规范制定走向规范实施。如前文第一部分
所述，过去三十年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从无到有、从粗到细，逐渐发展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律师职业伦
理规范体系。而随着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不断提出与挑战，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重心应该开
始转向对规范的实施。过去对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实施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公众与法律职业
对律师职业伦理水准的期待。事实上，律师协会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也一直致力于对律师职业行
为规范的实施，包括（１）组织对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培训，据统计，仅２０１３年全国就有３３６０８６人
次参加了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培训；（２）对违规律师行为进行惩戒，如前表２所示，每年都有相当一
部分律师受到行业处分和行政处罚。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开始进一步强化律师的惩戒机制。具体举措上着重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规范修改填补了当前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之处。２０１６ 年，
司法部通过修改《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比较突出的一些律师失范问题进行了
回应，比如律师与法官等公职人员之间的来往界限、律师庭外造势行为、律师对在审案件的庭外言
论等问题。２０１７年，全国律协修订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在第６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２款：“律
师不得利用律师身份和以律师事务所名义炒作个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不得利用律师身份煽动、教唆、组织有关利益群体，干扰、破坏正常社会秩序，不得利用律师身份教
唆、指使当事人串供、伪造证据，干扰正常司法活动。”其次，要求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在
应对律师执业失范行为的问题上要逐步由被动地应对转向主动地回应。２０１７年司法部和全国律
协则专门就强化惩戒问题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惩戒的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区律师协会主
动调查处理通过网络等渠道发现的律师违规执业线索，及时受理查处对律师违规执业的投诉，严
格依据行业规范开展惩戒工作。最后，２０１７年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开始强化对律师维权和惩戒
工作的管理，在全国各省律协当中设置了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投诉受理查处中心，专门受理律
师维权申请和对律师的投诉，并且每月进行定期通报。《律师执业管理办法》２０１６ 年新增加的
５６条明确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信息管理系统，按照有关规
定向社会公开律师基本信息和年度考核结果、奖惩情况。”两个中心的建构和定期通报正是对这一
条款的落实。
未来的挑战在于为两个中心建构常态化的运行机制，不要让这样一种常态化机制随着主管部
门领导的更替而发生变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由弱转强这一过程的背后并不
是因为律师行业自我管理力量的加强，而恰恰是司法行政部门领导更替而带来的结果。这样一个
悖论的背后彰显出我国律师行业管理体制其实离律师行业自我管理的要求还很遥远。而没有律
师行业自我管理的需求与能力这样一个基础，律师职业伦理规范自我执行的机制目前就不可能真
正运行起来。一旦下一任主管部门领导对于律师行业管理不再热衷，那么律师职业行为伦理规范
势必又重新陷入被“虚置”的境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还需要从根本上坚实地推进司法行
政部门与律师协会两结合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使之真正能够落到实处，并且将相应的改革成果通
过律师法等法律修改的形式确立下来。
第三，律师职业伦理建设与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相较于律师行业发展
的滞后一定程度上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研究滞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多年以来，法律职业伦理
的研究与教学一直在法学院教学研究当中处于边缘地位。在学科上，其一直依附于或者游离于法
理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乃至行政法学等学科之间，长期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也无法独立招收
法律职业伦理方向的研究生。这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学术界
研究精力的投入，同时也很难培养出优秀的研究人才对于我国在法律职业伦理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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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的研究。〔２５〕 而从课程的角度来看，在绝大多数法学院校当中，法律职业伦理课程都是可
有可无的课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根据对我国 ４１ 所具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法科院校的
实证调研发现，其中设置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相关课程 （比如类似 “律师与公证制度”这样的课
程）的一共有１５所，占３６．５９％；课程名称明确为法律职业伦理的只有９所，占２１．９％；而将法律职
业伦理课程明确规定为本科生必修课程的学校则只有３所，占９．７６％。〔２６〕 最后，从学科建制角度
来说，法律职业伦理学科也缺乏专门的研究协会、专业杂志，仅有极少数法科院校当中成立了相关
的研究机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法律职业伦理研究水准的提高和研究力量的培养。〔２７〕
法律职业伦理，特别是律师职业伦理研究的研究水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律职业伦理规
范建设的中国化进程。特别是随着律师行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进一步分化，中国的律师行业将会面
临许多域外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所无法解决的中国难题。这些难题需要有足够的研究力量来投入研究
并及时转化为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重要成果。从整体上说，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着手：
首先，以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成为本科核心课程为契机，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学科建制，壮大学
科研究的队伍。２０１７年，经过多年努力，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最终被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确
立为本科生核心课程之一，这无疑是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建设上的一大突破。这就意味着未来相当
多的教学力量将被投入到这一课程的本科教学当中。更多的教学需求也就意味着对法律职业伦
理研究人才培养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甚至需要有专门的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而随着法
律职业伦理方向研究队伍的进一步壮大，专业性的研究协会和研究杂志等建制也将逐步健全。未
来一段时间，以此为契机，应该进一步完善学科建制，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壮大研究队伍。
其次，打破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和研究方面的隔阂，律师协会在律师职业伦
理规范的建设和研究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律业伦理教育和研究主要是在法学院系
完成，而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特别是律师职业伦理问题则是在律师执业过程中才会遭遇到的问题，这就
使得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学科研呈现出理论与实践明显脱节的问题。法学院系当中的法律职业伦理课
程因为缺乏对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的关切而沦为过于空洞的理论，而律师协会对律师职
业惩戒的封闭性也使得相关的数据和案例在获得上存在相当的难度。而另一方面，律师职业伦理规
范的起草修订执行过程不能及时吸收法学界的研究成果，成为律师协会自己闭门造车的产物，以至于
许多问题上的应对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２８〕 律师是律师职业伦理的践行者和受到律师职业伦理规
范规制的对象，律师协会是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主要起草者。在律师惩戒力度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
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应该成为律师行业关切的重要问题，律师行业在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建设与研究
中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律师行业在未来可以通过资助项目研究、设立相应研究机构、开放相关数
据、合作开展研究等方式来支持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研究。〔２９〕
〔２５〕 以拥有国内第一个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的中国政法大学为例，由于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和招收研究生
的资格，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的教师长期挂靠在法学理论、行政法学等法学二级学科下招收相应方向的研究生。
〔２６〕 刘坤轮：《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紧迫性考察》，载《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第二卷，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第１８６～１８８页。
〔２７〕 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不仅仅意味着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生产的机制和人才培养的机制。相关论
述，参见［美］沙姆维、梅瑟 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黄德兴译、伍志雄校，载 ［美］华勒斯坦等：《学科 · 知
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３页。
〔２８〕 参见王进喜：《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页。
〔２９〕 ２０１８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研究课题当中已经开始关注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方面的研究项目了，
８个委托
项目中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相关主题有律师行业惩戒制度研究、国外律师行业对违规违纪会员处分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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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淇：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再次，改变律师职业伦理与法官、检察官职业伦理之间的隔离状况，消除三个职业之间的隔
阂，将三者整合成一个整体性的法律职业伦理。目前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方面呈现三足鼎立的隔离
状态：律师职业伦理主要由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来负责，反映在《律师执业管理规定》和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规范当中；法官职业伦理则是体现在《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
道德基本准则》等规范当中，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检察官职业伦理则是体现在《检察官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规范当中，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主导。这样一种相对隔
离的状态是由我国独特的法律职业发展历史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随着
法律职业自身的发展，这种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像死磕派律师的出现及所带来
的律师的庭外造势行为问题，其产生的根源不仅仅是律师本身的失范行为，而且还有法官自身行
为的正当性问题；在应对律师庭外宣传过度的问题之余，也要考虑检控方对被告一方的舆论曝光
问题；在反思律师自身的热忱辩护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检察官的过度追诉问题，等等。在这些问
题当中，律师自身的失范行为仅仅是整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已，如果仅仅规制律师的自身行为并
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从整体上对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行为进行整体性的规制。
因此，对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本身，而是将法官、检察官
职业伦理都纳入整体性法律职业伦理研究视野当中，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和应对中国的律师职
业伦理问题。

四 、结

语

作为一个法律职业后发型国家，我国的律师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建、转型、快速发展
等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的是，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
发展阶段。随着律师队伍的进一步急剧扩大，律师分层的加剧和律师流动的加快，律师执业的失
范行为出现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律师职业伦理也会越来越复杂。而自２０１３年，我国开始了新一
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全面改
革，律师行业管理的两结合体制也就是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自我管理相结合的体制将进一步
推进，律师协会在行业管理方面更多地走向前台，在行业管理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这样
一个背景下，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一步强化了对律师失范行为的惩戒力度。在当前背景
下，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作为律师行业自我管理的核心手段正处于英雄用武之时。与此同时也应该
看到，我国近些年频频出现的许多律师执业失范行为对我国现有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提出全面的
挑战。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未来需要进一步立足中国律师行业发展的需求，针对司法实践当中律
师失范行为，不断改善自身的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坚持职业伦理规范实施机制的常态化，才能最终
实现维护与提升律师职业伦理水准的核心目标。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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