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辉律师事务所：2017年度中国最佳雇主HR访谈
1. ALB：达辉的律师培养体系是怎样
的？达辉如何帮助律师在职业生涯中不
断成长？
DaHui：达辉秉持唯才是用的原则，期
望帮助律师和其他员工不断发挥潜力，
尽快实现职业生涯中的自我超越。达
辉在多个方面对律师进行综合培养，例
如：
第一，达辉重视合伙人对律师的“传
帮带”。合伙人在项目中的“亲力亲为”
（即“hands-on”）是达辉的立所之本，
因此达辉对合伙人在每一项目或案件中
的投入和工作时间有严格的要求。达辉
坚信合伙人对律师的最好指导方式就是
与律师一起并肩实战，言传身教；即使
是年轻律师甚至是实习生，在达辉都能
经常在业务中得到合伙人的直接指导。
第二，达辉强调“因才施教”。除对所有
新人适用的入职培训外，针对不同阶段
的律师，达辉都有不同目标、不同期限
的职业培养计划。对于实习生和低年级
律师，达辉会安排一段时间的“通识教
育”（即在导师指导下尝试各个不同领
域的项目实战）以及针对工作流程和方
法论的专门培训。对于中低年级律师，
达辉坚持用所内规范化的要求指导他们
的日常业务，做到每项工作成果哪怕是
法律调研都不低于“达辉出品”的水准。
对于已打好基础的高年级律师，达辉鼓
励他们在执业中多融入个人风格，在高
品质的前提下打上个人烙印。律师业务
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服务，品质是基
础，但服务应有个性。
第三，达辉推行“超车道”的培养计划，
不拘一格降人才。针对有抱负愿意拼搏
的律师，达辉更是提前为他们量身定制
晋升规划，鼓励并帮助律师在夯实基础
的前提下加速“超车”，完成远超同龄人
的跨越式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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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B：作为一家新所，达辉如何看待和
帮助律师确保工作质量？
DaHui：达辉合伙人基于各自长期在国
际所执业或从事涉外业务的经历，对工
作质量有着共同的执着。达辉认为，合
伙人在项目中的深度参与和对项目关键
问题和进程的高度把关，是每一项目质
量控制的首要保障。其次，达辉还强调
应根据项目所处的不同行业和领域，用
科学的流程和方法论来进行团队作业。
此外，作为一家目前中等规模的律所，
达辉一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确保只在自己最熟悉、最有经验的行业
和领域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所
内也通过严格的政策对合伙人接案和团
队分工进行规范来保证这一原则得到充
分执行。实际上达辉为了确保质量，这
几年一直在尽力控制扩张，追求稳健的
发展，同时更是谨慎接纳新客户和新业
务，量力而行，确保每个现有客户都能
得到高品质的服务。
3. ALB：市场传闻达辉工作强度大、加班
多。请问达辉如何着力于提高律师的工作
效率？
DaHui：加班是律师行业的共性问题，
达辉也不例外。尤其是达辉需要处理较
多跨境交易以及涉外诉讼，合伙人和律
师每天都需要与不同法域或不同时区的
客户及其他方一起工作交流。遇到项目
进度特别紧的时候，还需要占用节假日
的时间。
但是，达辉反对无意义的加班，反对因
为过度加班导致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
倡导尽可能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
达辉一直在不断全面提升“软件”和“硬件”
品质来保障律师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例如：首先，达辉注重培养律师的时间
管理能力，通过对项目流程及方法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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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来敦促律师改进工作习惯。
其次，达辉强调专业领域的团队分工协
作，坚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杜绝
因知识或经验的缺乏而浪费时间。再
次，达辉重视所内资源共享，通过统一
文件管理系统和数据库，实现律师能“站
在别人肩膀上”（即充分利用Precedents
或已有经验）做业务。最后，值得一提
的是，达辉有一流的后勤支持，为律师
提供7x24涵盖IT、秘书、餐饮、住宿等
服务，所内绝大多数秘书都曾在国际所
及达辉受过系统的培训并经验丰富，为
各项目团队的快速反应和高效工作提供
专业有力的支援和保障。
4. ALB：达辉如何看待“工作与生活相平
衡”这一命题？
DaHui：不同的人对这一“平衡”有不同的
理解和追求，不同人生阶段的个人目标
也不一样。对于很多拼搏的年轻律师来
讲，每天能和一群优秀的人一起做自己
喜欢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生活应该是多姿多
彩的，不应该只有工作。达辉不主张“生
活只是为了工作”，更反对为了工作而牺
牲健康。之前提到，达辉努力提高律师
个人和律所整体的工作效率，这不仅是
出于降低客户成本的考量，也有助于律
师能有更多的休息和业余时间，即提高
生活的“量”。
另一方面，达辉还注重增强律师生活的“
质”。达辉坚信每个在这里勤奋工作的人
都应该有能力为自己和自己关爱的人带
来更高品质的生活。律师是一份尊严感
很强的职业，达辉致力于培养和塑造有
尊严感的律师，而非仅仅有存在感的律
师。这种尊严感不仅来自于工作，同样
也来自于生活。我们认为，体面而有品
质的生活有助于律师胜任工作，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二者应相辅相承，
LEGALBUSINESSONLINE.COM/CHINA

交相辉映。这些或许就是达辉人对追求“工
作与生活平衡”这个貌似两难命题的一种诠
释。
但实事求是地讲，随着一个人在律师职业
道路上的不断前进与攀升，工作与生活之
间的“界限”有时可能会变得比较模糊了。
在达辉，我们的合伙人都很注重家庭生
活，只不过工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5. ALB：达辉的日常工作氛围如何？作为一
家仅有几年历史的中国律所，达辉形成了自
己的文化吗？
DaHui：达辉内部的价值评判比较简单和
客观，再加上大家把精力都 放在工作上，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办公室政治。
有些在达辉工作了几年后离开的前同事，
据反馈还是比较怀念达辉简单明了的工作
氛围。
达辉注重培养员工特别是年轻律师工作中
的规则意识，即中国人常说的“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西方人习已为然的“Actions have
consequences”，这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
互相尊重和企业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不
管是年轻律师还是资深律师，还有行政辅
助人员，甚至是合伙人，在达辉的政策制
度面前都一律平等，对事不对人。
企业文化需要积累和沉淀，而达辉很年
轻，现在还不敢奢谈文化。目前很多达辉
人的信条是通过勤奋工作，早日实现自
我，并且不断超越自我。不少律师、合伙
人，甚至是行政人员，都在达辉比预期提
前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跨越和达到个人追
求的里程碑。另外，达辉作为一家年轻的
律所，没有历史包袱，有朝气，有自己的
视野和价值观，所内文化背景多样化但向
心力较强。
6. ALB：市场还传言达辉的薪酬待遇在中国
律所中较高，属实吗？能否透露更多细节？
DaHui：在这方面达辉没有做过专门的横
向比较，只是在内部薪酬福利体系中有自

己恪守的一些较为朴素的原则。例
如，一流的待遇匹配一流的人才。
再比如，对于在国际所中想回归中
国所的优秀律师，达辉不会让薪水
成为他们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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