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业务收费标准
（2018）昶正字 001 号（修订版）
为了正确、合理、透明的律师业务收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及《北
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结合
北京昶正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办案水平，制定《北京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业务收费标准》。
北京昶正律师事务所全体律师严格按着本收费标准执行。

第一部分：法律顾问收费标准
一、 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担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顾问费每年 5 万元-50 万元，视单位规
模、工作量、工作难度等情况协商收费。代理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诉讼、仲裁案件及重大
非诉讼法律事务时，代理费给予适当优惠，优惠标准以顾问合同为准。
二、房地产开发项目专项法律顾问
按项目投资总额的 0.5%—0.8%收取。
三、劳动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服务内容、工作量、工作难度协商, 代理费 20000 元/年-50000 元／年。
四、个人法律顾问
根据服务内容、工作量、工作难度协商，最低 30000 元/年。
五、其他非诉讼项目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项目所涉及标的按以下比例收取律师费
涉 及 金 额
比 例
律 师 费
100 万元以下
10000 元
100 万元—1000 万元部分
2%
10000 元加 1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2%
1000 万元—1 亿元部分
1%
190000 元加 10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1%
1 亿元以上部分
0.5%
1090000 元加 1 亿元以上部分的 0.5%

第二部分：诉讼、仲裁案件收费标准
一、代理一审案件
1、刑事案件
①侦查阶段，代理费 10000-15000 元；审查起诉阶段，代理费 10000-15000 元；一审
阶段，代理费 15000-45000 元。
②二审、死刑复核、再审、申诉案件，按照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收取律师服务费。
③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及几个罪名或者数起犯罪事实的，按照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实分
别计件收取。
④代理刑事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刑事部分代理费按刑事案件代理费收取，附带
民事部分代理费按民事案件代理费的 80%收取。
⑤代理刑事被害人案件，刑事部分代理费按刑事案件代理费的 80%收取，刑事附带民
事部分代理费按民事案件代理费的 80%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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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办案工作费用：市内交通、通讯、误餐等工作费用，律师到外地出差的差旅费以及
办案所需的其他工作费用（翻译费、查询费、鉴定费、公证费、复印费、打印费以及代理
律师代为支付的其他费用）实报实销。
2、民事、经济、行政案件诉讼或仲裁
①不涉及财产标的案件：
代理费 5000-10000 元，外埠代理费 20000 元起。
②涉及财产标的案件：
根据争议标的额按照下表的比例收取代理费
争议标的额

比例

10 万元以下部分

代理费
10000 元

10 万元—100 万元部分

8%

10000 元加标的额 10 万以上部分的 8%

100 万元—500 万元部分

6%

82000 元加加标的额 100 万以上部分的 6%

500 万元—1000 万元部分

4%

322000 元加标的额 500 万以上部分的 4%

1000 万元以上部分

2%

522000 元加标的额 1000 万以上部分的 2%

③办案工作费用：
市内交通、通讯、误餐等工作费用，律师到外地出差的差旅费以及办案所需的其他工
作费用（翻译费、查询费、鉴定费、公证费、复印费、打印费以及代理律师代为支付的其
他费用），实报实销。
二、代理二审案件
1、未代理一审的案件，代理费按一审标准收取。
2、已代理一审的案件，代理费按一审标准的 80%收取。
3、代理二审后发回重审的案件，再代理一审、二审，代理费按曾代理的上一审判阶段
代理费标准的 80%收取，但多次优惠后最低不低于一审收费标准的 50%。
4、办案工作费用：市内交通、通讯、误餐等工作费用，律师到外地出差的差旅费以及
办案所需的其他工作费用（翻译费、查询费、鉴定费、公证费、复印费、打印费以及代理
律师代为支付的其他费用），实报实销。
三、代理再审(申诉)案件
1、未代理一、二审的案件，代理费按一审标准收取。
2、已代理一审或二审的案件，代理费按一审或二审标准的 80%收取。
3、办案工作费用：市内交通、通讯、误餐等工作费用，律师到外地出差的差旅费以及
办案所需的其他工作费用（翻译费、查询费、鉴定费、公证费、复印费、打印费以及代理
律师代为支付的其他费用），实报实销。
四、代理执行案件
1、未代理一、二审的案件，代理费按一审标准收取。
2、已代理一审或二审的案件，代理费按一审或二审标准的 80%收取。
3、代理被执行人的案件，代理费按代理执行案件的 80%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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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办案工作费用：市内交通、通讯、误餐等工作费用，律师到外地出差的差旅费以及
办案所需的其他工作费用（翻译费、查询费、鉴定费、公证费、复印费、打印费以及代理
律师代为支付的其他费用），实报实销。
五、代理仲裁案件的收费标准同民事案件一审收费标准。

第三部分：非诉讼法律事务收费标准
一、法律体检
根据工作量及工作难度,每项法律体检项目收取律师费 3000 元/项。
审查公司主体资格

审查公司法人治理结

审查公司分支机构基

审查公司股东出资义

构

本情况

务履行情况

审查公司经营中涉

审查公司经营模式的

审查公司内控制度

审查公司劳动用工管

及政府监管的事项

合法性

审查公司行政管理

审查公司合同管理制

审查公司知识产权管

审查公司商业秘密保

制度

度

理制度及保护

护制度

审查公司的环境保

审查公司重大投融资

审查公司并购、重组

审查公司境外投资情

护制度及执行情况

项目

审查公司重大建设

审查公司房地产开发

审查公司重大合同及

工程项目

项目

履行情况

审查公司对外担保

审查公司关联交易

审查公司不正当竞争

理制度

况
审查公司债权、债务
审查公司的广告宣传
及产品说明书等

审查公司行政违

审查公司的诉讼、仲

审查公司危机处理机

法、处罚及救济

裁

制

其他需要审查的项目

二、出具法律意见书、出具律师见证书
根据所涉财产标的按以下比例收取律师费：
财 产 标 的 额

比 例

100 万元以下部分

律 师 费
10000 元

100 万元—1000 万元部分

0.6%

10000 元加 1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6%

1000 万元—1 亿元部分

0.3%

64000 元加 10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3%

1 亿元以上部分

0.1%

334000 元加 1 亿元以上部分的 0.1%

三、公司、企业设立；公司治理结构方案设计、优化
根据注册资本金额，按以下标准收取代理费：
注 册 资 本 金 额

律 师 费

100 万元以下

5000 元

100 万元—1000 万元

10000 元

1000 万元—1 亿元

20000 元

1 亿元以上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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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或股权转让、收购；企业改制、重组、合并、分立、清算、破产
根据资产或股权转让、收购的金额或改制、重组、合并、分立、清算、破产所涉及的资产
规模或注册资本，包含尽职调查，按以下比例收取律师费：
涉 及 金 额

比 例

100 万元以下

律 师 费
5 万元

100 万元—1000 万元部分

2%

5 万元加 100 万以上部分的 2%

1000 万元—1 亿元部分

1%

23 万元加 1000 万以上部分的 1%

1 亿元以上部分

0.5%

113 万元加 1 亿元以上部分的 0.5%

五、股票首次发行上市
根据拟募集资金金额，按以下比例收取律师费：
拟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比 例

1 亿元以下

律 师 费
20 万元

1 亿元—5 亿元

0.1%

20 万元加 1 亿元以上部分的 0.1%

5 亿元以上

0.05%

60 万元加 5 亿元以上部分的 0.05%

六、上市公司再融资（包括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配股、发行可转债、发行可分离
交易的债券等）
按股票首次发行上市的收费标准的 80％收取。
七、上市公司重组
按照重组方案的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协商确定。
八、债券发行
企业债券比照股票首次发行并上市的收费标准的 50％收取；短期融资券按照股票首次
发行并上市的收费标准的 30％收取。
九、涉外非诉讼法律事务
涉外（含涉港、澳、台）的非诉讼法律事务收费最低不低于上述收费标准的二倍。
十、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工作费用
市内交通、通讯、误餐等工作费用，律师到外地出差的差旅费以及办案所需的其他工
作费用（翻译费、查询费、鉴定费、公证费、复印费、打印费以及代理律师代为支付的其
他费用），凭票据实报实销。

第四部分：其他法律事务
一、法律咨询类：600—1000 元/小时
二、代写文书类：500—2000 元/件
三、出具律师函：1000—3000 元/份。
四、法律培训类：5000—10000 元/小时
五、律师谈判类：5000—20000 元/件

注：1、本标准自 2018 年 8 月 9 日开始执行
2、上述标准未涉及的服务事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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