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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系统”（下称考核系统）是开展考核的

工作平台。律师通过东方律师网会员中心（http://mc.lawyers.org.cn）登录，完成考核

登 记 和 审 查 等 各 项 工 作 ； 律 师 事 务 所 通 过 上 海 市 律 师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http://lg.justice.gov.cn 或 http://lg.lawyers.org.cn）登录考核系统，完成评定、登记和

审查等各项工作。 

2011 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从 4 月 1 日开始到 5 月 31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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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流程 

1.1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流程图 

 

最后阶段：市律协审查确定律师考核结果 

操作对象：市律师协会，截止时间：4 月 30 日 

第二阶段：律师事务所对本所律师进行执业年度考核 

操作对象：律师事务所，截止时间：4 月 20 日 

第一阶段：填报律师考核登记表 

操作对象：律师本人，截止时间：4 月 20 日 

准备阶段：核对律师信息 

操作对象：律师本人 

 

登录会员系统（http://mc.lawyers.org.cn） 

认真核对律师信息 

是否有误? 
进行信息勘误 

登录考核系统，开始年度考核 律师信息已更正 

确认各项记载事项无误，上报《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并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 

律师事务所对律师年度考核进行评议，出具考核意见，报送市律

协 

市律师协会审查确定律师考核结果 

是 

否 等待审核 

核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各项记载事项，如有错漏变更，

进行直接修改。修改后等待信息变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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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流程图 

 

进行信息勘误 

律师事务所信息已更正 

第三阶段：市律协出具律师事务所考核等次的意见 

操作对象：市律师协会，截止时间：4 月 30 日 

第二阶段：填报律师事务所考核登记表 

操作对象：律师事务所，截止时间：4 月 30 日 

第一阶段：对本所律师进行执业年度考核 

操作对象：律师事务所，截止时间：4 月 20 日 

准备阶段：核对律师事务所信息 

操作对象：律师事务所 

 

登录上海市律师数据管理系统（http://lg.justice.gov.cn） 

认真核对律师事务所信息 

是否有误? 

登录考核系统，开始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 

确认各项记载事项无误，上报所在地区县司法局 

是 

否 
等待审核 

律师事务所对律师年度考核进行评议，出具考核意见，报送市律

协 

 

核对《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各项记载事项，如有错

漏变更，进行修改。修改后等待信息变更生效 

 

市律师协会出具律师事务所考核等次意见，报送区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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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区县司法局对律师事务所考核审查 

操作对象：区县司法局，时间：5 月 1 日--5 月 20 日 

区县司法局向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发送审核通知 

（律师事务所登录律师数据管理系统后可以查看） 

区县司法局收到律所提交的审核材料后， 

审查评定律师事务所考核结果 

区县司法局向完成考核结果评定的律师事务所发送盖章通知 

盖章、备案 

最后阶段：盖章备案 

操作对象：区县司法局，截止时间：5 月 30 日 



  第二章  操作指南 

上海同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el：021-51697170 

 

—4— 

二、操作指南 

2.1 律师操作指南 

2.1.1 登录会员系统 

律师登录上海市律师协会会员系统，登录地址为：http://mc.lawyes.org.cn，登录账号

为：6 位会员编号，新会员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 位（字母为小写），如遗忘密码，

请联系律协会员部（64030000 转会员部）查询密码或致电同道公司（51697170）重

置密码。 

 

http://mc.lawye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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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律师信息核对 

 

点击“律师信息”图标，查看律师详细信息；如发现信息登记有误，点击“信息勘误”

图标进行信息修正操作，勘误需要经过审批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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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填报考核登记表 

如信息有误，则通过点击“信息勘误”进行信息变更，具体操作指南详见附录。 

确保信息无误后，点击“年度考核”进入“考核系统”，如下图所示。 

 

点击“2010 年度考核”图标后，将进入考核系统，如下图所示： 

 

（1）核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各项记载事项。如有错漏变更，可直接修改。

修改后等待信息变更生效，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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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报《律师年度考核登记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Step1：再次核对律师个人信息是否正确； 

Step2：填写《律师年度考核登记表》 

Step3：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填报工作。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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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证明材料步骤： 

Step1：点击“浏览”按钮； 

Step2：在弹出来的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证明材料）后点击“打开”

按钮（或直接双击选中的文件）； 

Step3：点击“上传”按钮后，即完成单个文件的上报。 

 

在确保信息正确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完成律师个人的执业年度考核登记工作。 

2.2 律师事务所操作指南 

2.2.1 登录上海市律师数据管理系统 

律师事务所用户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上海市律师数据管理系统网址：

http://lg.justice.gov.cn 或 http://lg.lawyers.org.cn ，律师事务所用户登录账号为律所全

称或简称，例如：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 简称为：中信正义所，密码与东方律师

网密码保持一致。如遗忘密码，请联系律协会员部（64030000 转会员部）查询密码或

致电同道公司（51697170）重置密码。 

如下图所示： 

http://lg.justice.gov.cn/
http://lg.lawyer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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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如下图所示： 

 



  第二章  操作指南 

上海同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el：021-51697170 

 

—11— 

2.2.2 律师事务所信息核对 

点击“事务所信息”链接，进行律师事务所信息的核对。如下图所示： 

如发现有错漏变更，则通过“提交勘误申请”进行变更，具体操作指南详见附录。 

 

2.2.3 对律师考核评议 

点击左侧导航菜单项“律师执业考核评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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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中将会出现所有已进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 登记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可根据律

所评议结果点击“称职”、“不称职”、“基本称职”按钮进行考核评议。 

对于正在办理执业机构变更，系统尚未变更完成的，选择在新所进行考核评议的律师，

可选择“不参加”。 

对于变更前已在老所参加考核，但未经老所评议的，执业关系已转入新所后，可点击“转

入考核”按钮，将律师的考核表转入新所评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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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已离职律师执业考核评议 

点击左侧菜单项“离职律师考核评议”进入到 2010 年度本所离职律师的考核评议。 

对离职律师进行评议，点击“称职”、“不称职”、“基本称职”按钮完成对该律师的评议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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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律师补注册 

律师事务所在已完成年检工作后，新申请年度考核的律师通过“律师补注册”进入律师

的考核评议，具体操作同律师考核评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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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填报律师事务所考核登记表 

（1）核对《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各项记载事项，如有错漏变更，可直接

修改。修改后等待信息变更生效，如下图所示。 

 

信息变更后，需要等待审核后，信息变更才能生效。待信息变更生效后，才能进行年度

考核登记表的填报。 

（2）填报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登记表 

在填报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登记表之前，你应完成对所内所有律师的考核评议工作，否

则无法继续年度考核登记表的填报工作。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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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未提交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登记表的律师，律师事务所需要填写不参加考核的原因： 

 

律师事务所自查与填写年度检查考核总结： 

 



  第二章  操作指南 

上海同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el：021-51697170 

 

—18— 

2.2.7 查看考核名单 

查看本所应参加考核的名单以及律师年度考核表的处理状态。 

 

2.2.8 考核表撤回 

律师事务所在年检考核表提交之后，区县司法局进行考核评定之前，都是可以撤回年检

考核后进行重新填报的，但重新填报后，需要通知律师协会进行重新出具考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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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录说明 

3.1 律师信息勘误 

点击“信息勘误”图标，如下图所示： 

 

由会员系统切换至上海律师数据管理系统，点击“提交勘误申请”按钮 

 

点击“提交勘误申请”进入信息修改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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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律师事务所信息勘误 

律师事务所用户登录上海市律师数据管理系统后，点击左侧的“事务所信息”切换至律

师事务所信息页面，如需对信息进行修改，则点击“提交勘误申请”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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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勘误申请”后，进行信息修改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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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用问题 

 

问：系统无法访问，如何处理？ 

答：请首先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确保网络正常后仍无法访问，请拨打公司技术服务

热线：021-51697170，服务专用邮箱：shlg@homolo.com，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09:30-17:30 。 

 

问：使用系统对计算机有何要求，是否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答：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有：WinXp、Win2000、Vista 和 Win7 版本，IE 浏览器

7.0 以上版本。显示分辨率在 1024*768 以上，具备上网条件，不需要另外安装其他软

件。 

 

问：我的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答：忘记密码可通过“找回用户密码”功能对密码进行重置。如果注册时未登记邮箱或

登记的邮箱遗忘了，请拨打公司服务热线人工重置密码，用户须提供律所相关证明信息，

如：律所用户提供住所地址、执业证号以及主任的身份证号，律师用户须提供执业证号

和身份证号码，实习律师须提供实习证号、资格证号和身份证号码。通过人工重置密码

后，请及时更改密码。 

 

问：我（所）的信息登记有误，又无法通过勘误进行修改，怎么办？ 

答： 提供相关证明信息，请联系主管机关或律师协会会员部。 

 

问：在添加行政人员时，提示“身份证号码”已存在，怎么办？ 

答：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行政人员之前在其他所注册过导致，请与律协会员部联

系，由会员部统一进行变更。 

 

问：律师考核登记表已经提交，现要修改，如何处理？ 

答：律师的年度执业考核登记表在律师事务所评议之前，是都可以重复提交。但是，一

旦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考核进行了评议，则不允许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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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律师事务所年检考核表已经提交，现要修改，如何处理？ 

答：律师事务所年检考核表提交后修改，需先进行撤回操作，撤回考核表后就可以修改

考核表。重新提交后，请通知律师协会重新出具考核意见。 

 

问：律师事务所年检考核表已经提交了，又有律师考核申请需要进行评议，如何处理？ 

答：分两种情况 1、如果律师事务所的考核表区县司法局已经进了评定，则可以通过补

注册通道进行评议；2、如果律师事务所的考核表尚未评定，可先撤回考核表，评议后，

重新提交考核。 新申请的律师考核进行评议后，请通知律师协会进行考核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