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法律区域市场观察

截⾄今年4⽉。海南省的律师已经达到了4100多⼈之众，⽐起⼀年多前增长了67%，⼀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然⽽，过去的三⼗多年⾥海南法律市场的发展势头⼤多不被看好。在1988
年建省之前，海南全岛19个市县总共仅有22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不到百⼈。 从那时开1

始，这颗南海明珠上的律师⾏业经历了三个跌宕起伏的阶段，最终才迎来了今⽇的繁荣。

⼀、海南律师⾏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个阶段⾃1988年始，约2003/4年结束，对应着海南省房地产飞速发展和泡沫破裂的前
后⼏年。在1991年南巡讲话后，海南经济特区作为改⾰开放的桥头堡之⼀，吸引了⼤量房
地产投资。在海⼜，公寓从1000元到2、3000元⼀平⽶只花了不到⼀年，在某些中⼼城区更
⼀度突破万元关⼜。这样的暴利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意⼈和开发商，出现了海南以最少⼈
⼜创造出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第三名的奇观，也导致地⽅财政严重依赖房地产，经济结构较
不稳固。2

1993下半年，随着宏观经济调控⼒度的加⼤，海南房地产热急速降温。这使得⼤量资产滞
压，间接造成了⾦融机构的损失。这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尤其集中在债务、⾦
融和房地产三个领域。数据显⽰，在1993年和1994年之间海南各法院所接到的房地产类诉
讼从359起激增到605起，⾦融类案件更是直接翻了三倍，从20件涨到了78件。债权债务类
案件体现了⼀些滞后性，但仍然从1994年的760起增长⾄了⼀年后的1666起。3

�

这⼀波诉讼热潮带来了对法律服务的⼤量需求，也催⽣了⼀批律所与律师，例如成⽴于

海海南省法院主要⺠民商事案件新收数量量（199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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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李敬忠，“海海南律律师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关于海海南律律师规模化专业化进程的法律律思考”，《中国律律1

师》，2001年年，引⽤用了了《海海南如何打造律律师业“航⺟母”》⼀一⽂文中提及的数据。

 ⽢甘远志，“海海南房地产泡沫”，《资本市场》，2000年年第5期。2

 《海海南省⼆二轮省志》，“审判志（1991-2010）”，第四章 ⺠民事审判，⻅见表4-2-3 “1991-2010年年海海南省法院3

主要⺠民商事案件新收案情况表”。http://hnszw.org.cn/data/news/2014/01/68789/



1992年的⽅圆所 、1993年设⽴的维特所 ，还有1994年诞⽣的法⽴信 。最早的全国所海南4 5 6

分所——君合律师事务所海⼜办公室——也在海南房地产热达到⾼潮的1992年迁⼊了滨海
⼤道上的办公室。在整个九⼗年代，海南的法律从业者们⼤多不愁业务，专职律师的数⽬
也从1990年底的177⼈ 增加到了2000年的530⼈左右 ，是为早期发展的阶段。7 8

但是，随着这场泡沫的影响渐渐散去，海南律师⾏业再次陷⼊了⼀段时间的低速发展期。
尽管在2000年到2005年的“⼗五”计划内全省GDP平均年增速达到了10%，这⼀可喜的趋势
却并没能很好地转化成法律业务的成长。 举个例⼦来说：宁夏回族⾃治区的⼈⼜仅为海南9

省的四分之三，GDP也不到后者的⼋成， 但在2005年和2018年之间却⼏乎总能在全省10

（区）律师和律所数量两个指标上压海南⼀头。11

�

这⼀现象也许可以在⼀定程度上归结于海南省的经济产业分布。拿2011年的数据来说，宁

海海南和宁夏律律师⾏行行业发展规模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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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海南⽅方圆律律师事务所”，海海南省律律师协会 律律所查询。4

 “海海南维特律律师事务所招聘启事”，海海南省律律师协会 ⾏行行业招聘。5

 “律律所介绍”，海海南法⽴立信律律师事务所。6

 《海海南省志》，“司法⾏行行政志”，第四章 第四节“律律师⼈人员”。http://hnszw.org.cn/xiangqing.php?ID=448467

 余能强，“‘海海南分所开了了吗？’2年年57家名所蜂拥⽽而⾄至！海海南律律师业三⼗十‘新’⽴立|律律新社观察”，律律新社，8

2020年年6⽉月13⽇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FEVK78DG0512D80K.html

 关于经济数据，⻅见“2005年年海海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海南政报》。9

 就拿2015年年来说，海海南省⼈人⼝口约910.82万，地区⽣生产总值3702.8亿元；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约667.8810

万，地区⽣生产总值2911.77亿元，分别为前者的73.3%和78.6%。相关数据⻅见两省（区）统计局公布的
2015年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资料料来⾃自两省（区）的统计年年鉴，主要参考的年年份为2010年年，2015年年和2020年年。11



夏的第⼀产业（即农牧业等）占全区产业增加值的8 . 9 %，第⼆产业5 2 . 2 %，第三产业
38.9%；⽽在海南，第⼀产业的占⽐⾜有26.2%，代表⼯业的第⼆产业仅有28.4%，⽽囊括
了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则为45.4%，显著⾼于宁夏，和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持平。12

这样的情形给海南本⼟法律市场造成了两个主要问题。⾸先，农业经济所需要的现代法律
服务不仅在规模上较⼩，在种类上也是较为单⼀的，难以⽀撑⼀个现代、发达的律师⾏
业。⽽有能⼒将农业规模化、企业化，从⽽产⽣法律需求的种种科技与制度，例如数字
化、机械化、电⼦商务和产业扶贫等，在当时的海南仍然鲜有存在。因此，⼀个庞⼤的第
⼀产业很难给 “花果岛”带来法律业务，⾃然也不需要太多法律从业⼈⼠。13

第⼆个问题在于服务业的具体组成。尽管占两省产业增加值的⽐例⼏乎相同，浙江的第三
产业拥有较发达和完善的⾦融、证券与保险业，能带来协助企业上市、融资、分⽴等⾼附
加值法律业务。与之相对，海南的第三产业极⼤地偏向于中⼩企业和旅游业，尤其是批
发、零售两⽅⾯，规模化程度偏低，对专业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偏⼩。14

�

⽽到了2018年，随着全岛建设⾃由贸易试验区决策的落地，海南的律师⾏业进⼊了快速发
展的第三阶段。⾃贸区以及2020年提出的海南⾃贸港很好地回应了第⼆个发展阶段期间的
两个主要问题，在保留并发扬海南省传统经济优势的同时将三⼤产业与现代法律需求作了
衔接，更明确了要打造“⾼质量的营商环境法律服务”、“增强律师涉外法律服务能⼒”，⼒

 关于这些数据，同样请⻅见海海南、宁夏、浙江三省（区）的《2011年年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2

 事实上，海海南省早在2008年年之前就提出了了“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大⼒力力发展绿⾊色农业、品牌农业、13

精致农业”的⽬目标，但是这⼀一进程短期内的影响不不太明显，第三产业仍是海海南经济的⻰龙头。⻅见⼘卜云彤、姜
琳，“海海南经济特区20年年：近5年年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华社，2008年年4⽉月14⽇日。

 钱耀军，“从数据看海海南经济特区三⼗十年年发展”，《中国统计》2018年年。14

注：尽管图中 “住宿与餐饮
业 ”占⽐较⼩，旅游业的⼤
部分附加值都来⾃ “其他服
务业 ”和第⼆产业，包括度
假区的投资与建设等。所
以，旅游业对海南经济的影
响远⼤于图上所⽰。



求建设⼀⽀专业、⾼效、开放的律师队伍。15

⼆、海南建设⾃贸区（港）带来的法律服务前景

为了达到这⼀⽬标，海南⾃贸区（港）双管齐下，同时从产业和⼈才两⽅⾯⼊⼿。产业
上，⾃贸港针对不同产业做出了不同的规划。在其⼋⼤重点产业之中 ，热带⾼效农业的16

开发有效地将海南经济中占⽐较⾼的第⼀产业和⾦融、科技等概念结合，开辟了法律服务
的新热⼟。⽐⽅说，国际热带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启动将提供包括合同纠纷解决在内的法律
需求，⽽农业对外开放则会带来外商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新机遇。

在第⼆产业的范围内，⾃贸港的投⼊重⼼在于油⽓产业，尤其是整体产业链的形成与精细
化发展。⾃90年代起，海南的⼯业化就遵循着“不污染环境”与“不破坏资源”两⼤原则，⼤
⼒推进循环经济 。这样严格的环保要求极⼤提⾼了相关法律审核与合规经营的紧迫性和17

必要性，给重⼤油⽓项⽬的招投标设定了较⾼的门槛。这⼀政策也提⾼了对法律从业者的
专业要求，但同时提供了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垄断合规 以外的新业务。18

 
⽽在服务⾏业，海南⾃贸港则突出了数字化、科技化、规模化和国际化四⼤特点，很⼤程
度上扭转了先前海南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家独⼤” 、“旅游业形式单⼀、与相关产业融19

合度不⾼”等趋势 。⽐⽅说，⾼新技术产业就被赋予了引进国际领先技术企业和发展数字20

创意产业的重任，其中所涉⽂化I P的交易、结算 ，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新科技21

企业税务申报、融资担保和研发投⼊等法律问题 都有希望形成规模可观的新市场。22

除了⾼新技术产业之外，⾃贸港服务业的另⼀个亮点在于其完备的⾦融体系。⼀⽅⾯，海
南进⼀步加强了已有的⾦融服务机构，包括2004年成⽴的海南产权交易所和2014年设⽴的
海南股权交易中⼼。这两个机构有着较成熟的交易规范和监管系统，也已经有律师在其中
担任审核委员与顾问等职 。随着它们交易范围和影响⼒的扩⼤，更多中⼩企业有望在其23

中挂牌，⽽在这⼀过程中必然少不了资本市场律师们的参与。 

另⼀⽅⾯，⾃贸港也在着⼿探索新的⾦融交易模式，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和能源交易。就

 王海海萍，“省司法厅解读《海海南经济特区律律师条例例》”，《海海南⽇日报》2019年年10⽉月2⽇日。15

 ⼋八⼤大产业即旅游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现代⾦金金融服务业、会展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高效农业、油⽓气16

产业和国际总部、区域总部和境外机构（业），具体⾏行行业细分⻅见海海南⾃自由贸易易港官⽅方⽹网站“营商环境”标题
下的“重点产业”⼀一栏。http://www.hnftp.gov.cn/yshj/zdcy/

 赵叶苹、⻩黄佳琪，“海海南：10年年⽣生态建省实现环保和经济增⻓长‘双赢’”，新华社，2009年年7⽉月31⽇日。17

 ⻅见博燃⽹网，“陈新松：做天然⽓气法律律服务领域的开拓拓者”，2017年年10⽉月16⽇日。18

 朱建房，“海海南省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研究”，《经济论坛》2017年年3⽉月第3期。19

 ⻅见《海海南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琼府办[2016]278号，2016年年11⽉月。20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海海南⾃自由贸易易港，2020年年2⽉月27⽇日。21

 《海海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海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政策（试⾏行行）的通知》，琼府[2020]5022

号，2020年年10⽉月24⽇日。

 “海海南股权交易易中⼼心经纪会员管理理细则”，海海南股权交易易中⼼心，2017年年5⽉月26⽇日。也⻅见“第⼀一届挂牌与定向23

增资审核委员会委员”，海海南股权交易易中⼼心，2016年年12⽉月6⽇日。



在今年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才施⾏ ，与之配套的绿⾊⾦融标24

准体系仍不完善 。可以想见，在海南碳排放权交易不断成熟的过程中，绿⾊债券、绿⾊25

信贷和绿⾊融资等相关⾦融产品也会应运⽽⽣，形成⼀个⽬前尚未被涉⾜的法律服务领
域。

海南⾃贸港⼋⼤产业 相对应的法律服务需求

三 ⼤
产业

主要产业 产业细分⽬标

第 ⼀
产业

热带⾼效农
业

深化现代农业对外开放 外商投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交
易

特⾊农产⽔产品期货品种

做好热带特⾊⾼效农业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农产
品跨国交易、环境法律服务、农
业科技相关知识产权与专利建设⽣态循环农业⽰范省

打造热带现代农业科技

第 ⼆
产业

油⽓产业 打造较完备的⽯油化⼯产业
链

特许经营、垄断合规、购⽓合
同、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交易
并购和产业集中、⾏业安全、环
境法律服务、项⽬招投标与审核打造较完备的天然⽓化⼯产

业链

打造较完备的精细化⼯产业
链

医疗健康产
业

建设养⽼服务设施 养⽼服务业税务申报、养⽼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

医疗技术、装备和药品的研
发应⽤

医疗相关知识产权和专利等

第 三
产业

引进国内国际优质医疗资源 外商投资、合资企业设⽴

现代⾦融服
务业

设⽴碳排放权交易场所 绿⾊⾦融，绿⾊债券的发⾏、碳
排放相关⽴法

设⽴国际能源交易场所

设⽴产权交易场所 资产评估、尽职调查、协议起
草、资本市场、拟挂牌公司法律
顾问等设⽴股权交易所

 “⽣生态环境部：《碳排放权交易易管理理办法（试⾏行行）》已审议通过 ⾃自2021年年2⽉月1⽇日起施⾏行行”，《上海海证券24

报》2021年年1⽉月5⽇日。

 “王遥：加快完善碳排放交易易相关⽴立法，碳市场才能有法可依”，⼈人⼤大重阳，2021年年3⽉月23⽇日。25



设⽴航运交易场所 航运交易智库、海商海事法、离
岸⾦融服务

会展业 举办国际商品博览会 品牌交易、国际贸易法律服务、
多语⾔法律服务

举办国际品牌博览会

举办国际电影节 中国（海南）电影投资⾼峰论
坛、电影IP

旅游业 深化体育领域对外开放 体育产业投融资、税务申报、设
施建设等

构建完整有特⾊的的旅游产
业体系

⽂创产业品牌、⽂化设施建设

打造热带风情精品⼩镇

加密直达客源地的国际航线 航空租赁、法律咨询、商业保理
等

旅游产业规模化、品牌化、
⽹络化

全域旅游发展基⾦和新业态旅游
基⾦的设⽴

在旅游产业集聚区设⽴演出
场所

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投融资

发展度假民宿等新兴租赁业
态

允许外资试点设⽴演出经纪
机构

外商投资

⾼新技术产
业

推动⾼新科技和实体经济融
合

引进⾼新技术产业企业 企业税务申报、融资担保、研发
投⼊等

发展虚拟现实技术 知识产权与专利、投融资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 ⽂化IP的交易与结算、版权和知识
产权等

深化电信领域对外开放 电信和互联⽹业务领域的外商、
内资投资

建设“数字海南” 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产
业投资基⾦

建设航天领域重⼤科技创新
基地

产业引导基⾦的设⽴、航天⾦融
服务



⾃贸区（港）法律市场另⼀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在于其较强的跨学科专业性。在海南农业、
渔业和油⽓产业较发达，医疗产业和⾼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贸区（港）的
法律服务⾏业必然会需要不仅懂法律，更熟稔相关专业知识的从业者。这⼀技能多元化、
团队跨学科化的趋势很可能是在将来的海南法律市场中提升竞争⼒的重要元素。

⽽为了吸引这样的复合型法律⼈才、建⽴跨专业律师事务所，海南省在2019年通过了《海
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该《条例》⼀⽅⾯放宽了特殊普通合伙制度下的律师事务所合伙
⼈准⼊条件，允许除律师之外的专业⼈⼠担任律所合伙⼈，另⼀⽅⾯也降低了合伙律所的
设⽴条件，给青年律师创业提供了⽅便 。在海⼜，优秀涉外律师和其他⼈才⼀样能够享26

受资⾦和政策上的奖励，⽽具备涉外法律服务能⼒的中外联营律所也有资格获得部分租房
补贴 。在三亚，成功引⼊、辅导或协助上市企业和优质企业的律所也能享受100万元的⼀27

次性奖⾦，给律师们提供了良好激励 。28

最后，海南⾃贸港的规划中也给全新的替代性、专门性法律服务留下了充⾜的空间。在
2020年⼀年，海南省接连成⽴了国际仲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和⾃贸港知识产权法院，
都给律师开启了新业务、新服务的⼤门。调解中⼼在成⽴后三个⽉内已调解案件20多宗，
标的⾦额300万元，聘任法律实务调解员244⼈。 ⽽在知识产权领域，专门法院的设⽴也29

很好地回应了2 0 1 9年9⽉以来海南知产案件数量的⼤幅上升，⿎励了知产业务律师的发
展。30

三、海南法律市场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机遇

⾃贸区与⾃贸港的发展为海南，乃⾄全国的律师带来了潜在的业务增长极。⽽海南省内法
律市场发展的不均也给法律服务的进⼀步下沉深化提供了条件。⽬前，海南过半的律师事
务所集中在海⼜、三亚两地 。作为省内经济规模第三⼤的市县，儋州市的GDP约为三亚31

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基
地

外商投资、合资种业公司的设⽴

国际总部、
区域总部和
境外机构

外资⾦融机构 外资基⾦的设⽴等

引进国内⾼校和研究机构分
⽀机构

⿎励企业在海南设⽴国际、
区域总部

企业资格认定申请、税务申报、
企业管理等

 “省司法厅解读《海海南经济特区律律师条例例》”，《海海南⽇日报》2019年年10⽉月2⽇日。26

 “海海⼝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海⼝口市促进涉外律律师业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海海府办规[2020]2号。27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培育引进上市公司三年年⾏行行动计划——⽩白鹭计划（2019-2021年年）28

的通知”，三府办[2019]230号。

 ⻅见“成⽴立百⽇日受理理调解案件20多宗！海海南国际仲裁院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这样做……”，海海南司法⾏行行政在29

线，2020年年9⽉月14⽇日；也⻅见“调解中⼼心简介”，海海南国际仲裁院。

 “海海⼝口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发布！（2019.9-2020.9）|附典型案例例”，2020年年11⽉月17⽇日。30

 ⻅见《海海南省律律师协会2019年年度律律师执业年年度考核情况公告》。31



市的⼀半，但律所数量仅有三亚的四分之⼀；与其经济规模相似的澄迈县尽管拥有12家律
所，执业律师的数量却不及三亚的五分之⼀，规模化律所极少，竞争⼒和专业程度相对也
较弱。

�

君合（海⼜）律师事务所合伙⼈夏儒海律师对这⼀现象就评论道：

“海南岛本⾝不⼤，从北到南开车也只要三到五个⼩时。因此许多律所只要布局
海⼜或三亚，就可以辐射到全省。其它律所中的⼤多数则集中在海⼜、三亚周
边的重点园区，⽐⽅说澄迈的软件园和⽂昌的航天城。⽽在岛内纵深，⼤部分
法律业务都偏⽇常性，商业性质的⽐较少，难以吸引品牌所和全国所。”

但是，这⼀相对的不平衡也意味着海南的法律市场仍有着可观的潜⼒。尽管缺乏商业性法
律服务的⼟壤，位于岛上内地的县市仍然有望借助产业升级的契机完成农业的规模化、品
牌化、信息化。⽽这三⼤趋势都将带来法律服务和⽀持的需求。⽐⽅说，这些市县⼤多已
铺开了“龙头企业+产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励合作社、党⽀部和职业院校等协助地⽅
农户从事现代化农业、打造地⽅特⾊品牌、推进电⼦商务和农旅融合的经济发展⽅式。

在琼中，截⾄2020年中，全县已建成25个村级电⼦商务服务站，农副产品⽹络交易额超千
万元 。在屯昌，国家农业公园内已建成 8个乡村旅游点，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增长迅32

猛 。五指⼭则利⽤了当地热带⼭地⽓候，建⽴了从种茶科学研究到成品茶包装、销售的33

海海南省律律师事务所分布（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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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海⼝口市 三亚市 儋州市 澄迈县 琼海海市 洋浦开发区 ⽂文昌市 万宁市
临⾼高县 陵⽔水县 东⽅方市 乐东县 昌江县 定安县 屯昌县 琼中县
⽩白沙县 保亭县 五指⼭山市

 李李梦瑶，“琼中⼤大⼒力力实施农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海海南⽇日报》2020年年7⽉月17⽇日。32

 刘袭，“屯昌打造现代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海海南⽇日报》2015年年3⽉月26⽇日。33



全产业链，也获得了五指⼭红茶的农业部地理标志认证 。⽽在⽩沙，农村电商更形成了34

单独的产业园区，从运营管理、⽹店开发、产业规划、品牌打造等各⽅⾯带动农产品销
售 。不难看出，类似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村⼈⼜的全⾯脱贫，也有法律保驾护航的需35

要。

与此同时，椰岛的公共法律服务市场也经历着⼤发展。截⾄2019年年底，海南便实现了村
（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到了今年年初，岛上已经建成了公共法律服务“⼀个圈”，从36

省级到村居的法律服务中⼼（站）全⾯铺开。在今年1⽉到5⽉间，海南省通过线下、⽹
络、电话三⼤平台提供公共法律服务8.7万⼈次 ，在同等经济规模的省市区中排名靠前。37

这说明居民的基础法律服务需求⾼涨，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海南⾃贸区的园区设置也进⼀步提⾼了⼀些县市对⾼质量法律⼈才的需求。在全岛的13
个主要园区之中，有7处坐落在海⼜、三亚之外，其经济溢出效应将有效带动这些县市法律
服务的发展 。同时，《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也明确⿎励“在⽋发达地区设⽴律师事务38

所或者分所” ，且已经收到了⼀些成效。在2019年9⽉到2020年6⽉之间，海南省共引⼊和39

新设律所57家，其中就有直接设⽴在琼海的北京普华 。在2020年9⽉，四川及第也在洋浦40

设⽴了⾃⼰的分所 ，可能预⽰着更多律所在除海⼜三亚之外地区的落地。41

四、海南本⼟律所与全国所的竞争与合作

这⼀不断发展的趋势给海南省内的法律市场带来了两个较深远的影响。⾸先是全国性律所
在当地业务的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与本⼟律所间的竞争。⼀⽅⾯，在⾼端法律服务领
域，经验更丰富的全国性⼤所⾯对本⼟律所有⼀定先发优势：⽐⽅说，海南省仅有的两家
⾹港联交所主板H股上市公司都寻求了君合（海⼜）的助⼒ ，⽽在跨境贸易、商事争议解42

决等业务中则有德和衡的积极参与 。君合合伙⼈、管委会委员张平补充道：43

“海南省内的许多新增法律业务都来⾃外省市、全国性企业在当地的活动。⽽这
些企业经常倾向于选择更熟悉、也有过合作经历的全国性律所为其提供服务。
这也是品牌所的⼀⼤优势。考虑到这些企业的业务通常标的较⾼，全国所在海

南⾼端市场的业务占⽐仍然较⼤。”

 “五指⼭山：农业发展‘⼩小⽽而精’ 产业融合‘美⽽而富’”，华夏经纬⽹网，2019年年6⽉月25⽇日。34

 “⽩白沙全⼒力力打造特⾊色农业品牌 ⽣生态⼟土货俏卖‘绿⾊色银⾏行行’富农”，⼈人⺠民⽹网，2019年年12⽉月11⽇日。35

 ⾦金金昌波、符永⽢甘，“我省村（居）法律律顾问实现全覆盖”，《海海南⽇日报》2019年年11⽉月23⽇日。36

 “我为群众办实事|海海南省司法厅建设全岛同城化公共法律律服务体系”， 2021年年4⽉月20⽇日。37

 “园区载体”，海海南⾃自由贸易易港。38

 ⻅见《海海南经济特区律律师条例例》第三章第⼗十五条。39

 “海海南为引进和新设⽴立的57家律律师事务所集中颁证”，中国新闻⽹网，2020年年6⽉月5⽇日。40

 “洋浦经济开发区2020年年度律律师事务所检查考核情况公示”，洋浦司法局，2021年年4⽉月25⽇日。41

 ⻅见君合官⽹网“关于我们”⼀一栏下有关海海⼝口办公室的介绍。http://www.junhe.com/about/offices/642

 “彭勇、孟涛：6.1 ‘海海南⽅方案’与⾛走私的新趋势”，德衡商法⽹网，2020年年6⽉月5⽇日；也⻅见“德和衡律律师受聘为43

海海南国际仲裁院、⻘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德衡商法⽹网，2021年年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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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所的海南分所也积极投⼊到较传统的建设⼯程、房地产，以及刑事诉讼等领
域，在⼀定程度上和当地已有的律师形成了竞争关系 。⼀些全国所更下沉⾄县市级法律44

市场担任各级政府法律顾问，甚⾄有进⼀步向村（居）法律服务扩张的意向 。也有的全45

国所已经开始从本⼟律所中吸纳⼈才，以充实⾃⼰的海南律师队伍 。长远看来，海南法46

律市场很可能迎来再⼀批⼤所对⼩所、外省所对本⼟所的兼并，⽽对⾯临这些挑战的海南
律师事务所⽽⾔，提⾼⾃⾝法律规模化程度、争取在某⼀个或⼏个领域建⽴领先地位，可
能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昌宇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航兵律师也表⽰：

“全国所落地海南带来了许多管理和品牌上的优势影响⼒，⽽这正是我们提⾼⾃
⼰的机会，去达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标。⽽为了建成⽴⾜
海南，同时具有全球影响⼒的⼤所，我们必须⾛综合化道路，尽量在每⼀个业

务领域都达到可以和全国所分⽀机构抗衡的程度。”

当然，除了潜在的竞争之外，全国所与本⼟所之间也有着合作的前景。⼀个这样的例⼦便
是昌宇对德衡旗下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 G L A）的加盟 。⽤昌宇所合伙⼈李永涛的话来47

说，这样的联盟不仅满⾜了海南本地律所⾛出去“交朋友”、介绍业务的需要，也促进了国
内外⾃贸港法律服务经验的交流：

“海南未来的⾃贸港建设必将带来不同⼤洲的客户。这些外商越来越多，也必然
催⽣两⼤需求。⼀⼤需求是律师服务，尤其是中国律师服务。⽽我们加⼊（全
球精品律所）联盟，也是期待着联盟能带来更多有类似需求的客户。另⼀⼤需
求则是⾃贸港的进⼀步国际化。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听听联盟⾥⾹港、新加

坡、迪拜、欧洲等地律师的经验，学习他们的服务特⾊。”

⾃2018年以来，德和衡也加强了和其他海南省内本⼟强所，譬如维特 ，的交流。⽬前，48

包括中世联盟（SGLA）在内的其他国内、国际律所联盟尚未布局海南，留下了⼀个可供
填补的真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得以见证海南省本地律所的进⼀步发展、联盟与
合并，从⽽打造出椰岛⾃⼰的全国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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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律律所业务范围，可⻅见国浩，“国浩海海南律律师⼊入选海海南省⾸首批专业律律师名单”，2021年年2⽉月25⽇日；⼤大44

成，“全球分布”下的三亚办公室介绍等。

 ⻅见海海南省律律师协会，“江苏彭隆隆（琼海海）律律师事务所开展博鳌村居法律律顾问服务”，2018年年8⽉月4⽇日。45

 ⽬目前海海南规模最⼤大的兼并可能是国浩对嘉天的合并。原先的海海南嘉天律律师事务所现在为国浩（海海南）。46

 ⻅见EGLA官⽹网之“成员简介”。47

 德衡商法⽹网，“季成主任拜访海海南维特律律师事务所”，2018年年6⽉月6⽇日。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