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无锡律师社会责任报告

2018 年，无锡律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战略布局及工

作部署，戮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服务经济、法

治建设、维护稳定、立法协商、公益事业、参政议政等

方面，主动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无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这一年，无锡律师砥砺前行，攀登了一个又一个职

业高峰；这一年，无锡律师精神抖擞，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行业辉煌。

这一年，无锡律师勇于担当，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社

会矛盾；这一年，无锡律师勤于实践，履行了一个又一

个社会责任。

为了全面展示无锡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精神风貌、

树立无锡律师参与法治建设的社会形象，无锡市律师协

会律师社会工作委员会编制《2018 年无锡律师社会责任

报告》，竭诚期待并虚心接受社会各界不吝提出的意见

与建议，以益无锡律师今后的工作及其发展。在此，先

致谢意！

特别说明：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案例、图片等均

为各分会、各律师事务所上报材料中筛选而出、统计而

成，如有谬误，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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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无锡经济持续攀升、社会和谐进步，法律业务快速增长、律师行业健康发展，

现将基本情况分述如下：

（一）律师事务所数量

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市律师事务所总数为 175 家，较 2017 年增加了 6 家，增加幅度 2.9%。

（二）律师事务所形式

从律师事务所形式看，主要分为合伙所（不含分所）、个人所、分所（含外省在

锡设立的分所）。其中合伙所是最主要的执业机构形式，共 136 家，占律师执业机构的

77.7%，个人所有 9 家，分所总数 30 家（含外省在锡设立的分所 1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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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行业基本情况一

2014—2018 年无锡律师事务所数量（家）

2018 年无锡律师事务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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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事务所规模

10 人以下：90 家   

10（含）—30 人：69 家   

30 人（含）以上 ：16 家 

（四）执业律师数量

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市共有执业律师 2499 人，较 2017 年增加了 374 人，增幅为

17.7%。无锡市每万人平均拥有 3.2 名执业律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 年无锡市律师事务所规模

2014—2018 年无锡市律师数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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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律师执业人员数量

2018 年，无锡市共有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315 人，较 2017 年增加了 64 人，较 2017 年

增长了 25.5%。

（六）律师性别比例 

从性别分布来看，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市有执业男性律师 1660 人，有执业女律师 839 人，

分别占律师总数的 66.4% 和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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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无锡市申请律师执业人员数量（人）

2018 年无锡市律师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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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师类型组成

从执业类型分布来看，专职律师 2311 人，占比为 92.47%；公职律师 105 人，占比

4.20%；公司律师 36 人，占比 1.44%；法律援助律师 22 人，占比 0.88%；兼职律师 25 人，

占比 1.00% 。

（八）律师党建情况

2018 年，无锡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继续走在全省前列。截至 2018 年底，共有律师党员

911 人，律师事务所基层党组织 111 个，其中有 87 个律师党支部和 24 个律师联合党支部。 

另外，律师中有民主党派 117 人，无党派人士 51 人。

2018 年无锡市律师各执业类型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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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 C919 大飞机法律服务团队

入选法制日报、司法部官网、法制网、《中国律师》杂志社、中国律师网、“司法

部”微信公众号、“中国律师”微信公众号、全国律协新闻信息中心 2017 年度中国律

师行业最受关注人物

2、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获“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

3、吴晓宇律师 （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等水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案件

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4、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

获“一带一路”十佳律师事务所

5、截至 2018 年我市入选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库名单（14 人）

（九）荣誉表彰

2018 年度获得全国荣誉名单

陈易平 单世文 丁嘉宏 冯   骏 华   寅

陆   蕾 钱   梁 宋政平 王建明 王立波 

王敏琴 王   瑞 吴晓明 许凤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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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  夏（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

获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

2、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 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 

获江苏省十佳涉外律师事务所

3. 宋政平（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丁嘉宏（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

获江苏省十佳涉外律师

5、张  昊（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

“8868 法律服务平台”受省厅领导批示表扬

4、江苏金易律师事务所《美国某公司和无锡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获江苏省十佳涉外法律服务案例

6、江苏省律师行业党委表彰先进党组织（4 家）

江苏楚乾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7、江苏省律师行业党委表彰优秀党员律师（8 人）

8、江苏省律师行业党委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5 人）

2018 年度获得省级荣誉名单

鞠爱军 徐志刚 刘国平 柳向魁 孙建江

陆    滢 张亚娟 陈    波

陈召利 夏    军 王建明 张    文 冯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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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无锡经济  依法促进发展二
（一）服务“一带一路”项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无锡市律师协会与中国国际商会无锡商会签署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律师顾问团

的框架协议》，组织律师参加第二届中国—东南亚商务论坛以及赴葡萄牙参加国际律师联

盟第 62 届大会。

无锡律师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其中。截至 2018 年底，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人数

为 66 人，提供 121 条法律意见，提交 23 份法律意见书。

 

【典型案例】

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与红豆集团合资设立了江苏一带一路（柬埔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并委派律师长期驻扎柬埔寨，为 100 多家西港特区企业提供投资、劳工、税务、企业注册、

商品出口等方面的法律服务。2018 年全年接待企业法律咨询 1000 多人次，帮助 60 多家入

园企业完成注册、办理各类文件审批 800 多件。获评法制日报社“一带一路”十佳法律合

作机构。

 （二） 服务国家品牌和重大产业项目

国家品牌，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关乎一个国家的崇高荣誉，关乎一个国家的政

治经济。重大产业项目，对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区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

引领作用。 

无锡律师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主动与国家品牌或者重大产业项目

对接，预测预防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切实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法律难题，助力国家品

牌建设，保障重大产业项目顺利实施，推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有

24 位律师参与此类项目，提供 54 条法律意见，并提交了 30 份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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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中国商飞 C919 大飞机于 5 月 5 日在上海成功首飞，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接受中航工业

607 所的委托，由宋政平律师带领公司法、涉外、知识产权和劳动法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队，

参与并提供 C919 大飞机的综合监视系统合资企业筹建过程的法律服务；意味着在 C919 大

飞机这样的大国重器上留下了无锡律师深情的烙印。

  （三）服务“三大攻坚战”

围绕产业强市战略，助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无锡市律师协会制定了《“服务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任务分解方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现场推进会任务分解方案》。

截至 2018 年底，市律协组织律师开展讲座 539 场次，组织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团等 10 余

支团队提供 943 次法律服务。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无锡市律师协会配合无锡市司法局建立法

律顾问扶贫专家库，组织律师参建法律扶贫帮困服务团或担任扶贫项目法律顾问，对我市

扶贫开发项目进行“法律体检”。畅通律师参与法律扶贫案件办理通道，助力打好脱贫攻

坚战。发动律师成立法律扶贫帮困服务团、为贫困家庭聘请法律顾问等，为困难弱势群体

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或援助。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无锡市律师协会组织律师积极参

与“德法涵养文明、共建绿色生活”主题活动系列行动。一是“推进绿色生产”行动，组

织环保专业律师参与环保重大执法案件讨论，开办培训，办理案件；二是“创建绿色村居”

行动，发动律师参与一线绿色巡回宣传，在村（社区）法律顾问等微信群中编撰宣传绿色

村居主题微讲座微案例；三是“共创绿色校园”行动，依托分会联合学校聘任律师担任环

保宣讲员、开展环保主题实践活动。

【典型案例】

环保部督办的江西仙女湖污染案件，德恒无锡律师代表中华环保联合会发起的民事公

益诉讼一审二审均取得胜诉，该案入选“最高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顺驰拉链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胜诉，该案入

选“江苏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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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法律服务情况

律师担任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区法律顾问，有利于推进机关、单位依法办

事进程，有利于提升行政决策水平，有利于增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各市（县）区积极参

与市委《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的修改，就法律顾

问制度建设和公职律师管理提供参考意见，为市委、市政府推荐优秀律师担任市委和市政

府的法律顾问。 

2018 年，无锡律师担任了 165 家党委政府机关，329 家军队、群团组织、事业单位，

422 家村（社区）的法律顾问，积极提供法律咨询，就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或应

机关要求对决策进行法律论证，草拟、修改或审查规范性文件、合同文书，代理诉讼、仲裁、

行政复议，参与信访工作，处理民事、行政、经济等方面的重大纠纷等。 

践行职业使命  推动法治建设三

图系 2018 年 3 月无锡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
我市 3 名律师被聘为市委法律顾问成员

（二）积极开展法律援助

无锡律师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18 年，

无锡律师共参与 2369 次法律援助工作，分别在法院、检察院、看守所等不同场所和不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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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事人及其亲友解答法律咨询和提供无偿、及时、专业的帮助，引导人民群众遵守法律、

信仰法律，促进社会和谐。 

特别是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大背景下，无锡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会员积极开展

各项业务培训，有效提高了律师的刑事辩护技能，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提供了律师人才储备。 

【典型案例】

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成立“锡山区残疾人法律援助之家”，常年为残疾人提

供便捷、优质、无障碍的法律帮助，2018 年度服务残疾人 60 余人次。

     

（三）参与法治宣传活动

法治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18 年，无锡律师高度重视法治宣传，积极参与各项普

法宣传活动，主动深入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开展 684 次法治宣讲活动。在重大

节日开展普法讲课，提供 4216 次义务法律咨询。分发宣传材料，宣传法律知识，进行

普法教育，满足社会公众对法律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取得了很好的法治宣传效果和

社会效果。

 

【典型案例】

1、无锡市律师协会宜兴分会在 2018 年度组织开展“法润陶都春风行动”专项活动，

先后在宜兴城区、乡镇、村（社区）、驻宜部队、宜兴监狱组织法律咨询活动。在宜兴市

区组织 4 场广场法律咨询活动；在乡镇、村（社区）组织法律咨询 18 场次；82 名律师担

任驻宜部队法律顾问和法律辅导员，为连队的官兵上法制课 72 场次，举办大型法律咨询活

动 3 场次，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512 条；在宜兴监狱开展“一监区一律师”活动，为监狱服

刑人员上法制教育课 16 场次，提供法律咨询 85 人次，63 名律师参加了咨询活动，同时，

利用网络、广播电台、政务微博等工具开展法律讲座，提供法律咨询，在宜兴广播电台交

通台《律师在线》栏目提供为期 3 个月的法润陶都春风行动法律问题专题讲座和咨询，重

点围绕农民工维权、借条担保等问题进行讲座，解答法律咨询 29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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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路泰律师事务所为残疾人开展“残疾阳光辨明”专项法律咨询活动和“传递无

锡爱，情暖回乡路”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为残障人士和农民工兄弟提供无偿的优质

法律服务。 

3、江苏迅安律师事务所

徐而迅律师积极响应“政协

委员进校园”活动，2018 年

先后走进无锡市天一中学、

市北高级中学、第三高级中

学、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无锡文化艺术学校为

学生们作了主题为“尊崇宪

法，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制

讲座。2018 年她分别被无锡

市政协、无锡市教育局表彰，

并荣获 “学生导师”称号。 

4、极具江阴特色的

法制栏目《法治全澄》

热播的背后，活跃着一

支律师团队——公益律

师 团。 公 益 律 师 团 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正式成

立，由江阴市委政法委

和江阴市司法局组织招

募，2018 年，律师团 30

名律师通过法制微电影、

曝光台、警方行动和说法、法制进行时等多种形式，关注江阴老百姓身边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涉法事件，为广大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及时准确的法律服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

致好评，也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充分肯定。   

11



无锡市律师协会   

5、 江 苏 金 汇 人

律师事务所为驻锡战

略 支 援 部 队 某 部 和

8720 部 队 持 续 提 供

系列法律服务。2018

年，为驻锡战略支援

部队某部提供涉军项

目知识产权保护专项

培训、现场咨询等服

务，并通过 “金吾法缘”微信群推送微信文章 300 余篇；为 8720 部队论证研讨 75 次，参

与谈判 37 场，制发律师函多份，拟订对外说明等文件共计 45 份，提供《法律意见》等 13 份，

代理部队诉讼案件 38 起，共计为部队挽回经济损失 2352 万元。

6、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参与由

镇江市普法办、镇江市法学会主办，

镇江京口区普法办、镇江润州区普法

办承办的“名师名嘴讲宪法，千场

宣讲润镇江”市级宪法宣讲报告会，

积极开展法律宣讲服务进企业活动。

“双百”报告会由张红岩律师主讲，

镇江市村居干部、企业生产经营人

员以及基层群众代表近百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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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许

云鹏、赵淑红律师积极参与由

共青团无锡市委员会、无锡市

司法局主办，江苏省惠山中等

专业学校、无锡交通广播承办

的“无锡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巡讲活动”。



2018 年无锡律师社会责任报告

（一）参加信访接待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通过信访接待，倾听诉求、

了解民意、化解矛盾、平定纠纷，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现实问题。 

无锡市律师协会组织律师参加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如参与“钱宝系”集资参与人信访

疏导工作；持续组织全市律师到法院、检察院、无锡监狱、收容所、市信访局、总工会、妇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12348 法律援助窗口等单

位开展法律服务。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市律师共接待信访群众 1558 人次，提供法律咨询

5000 余起，化解矛盾纠纷 560 余件次，充分发挥律师在风险防范、矛盾化解、息诉止争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参与社会调解

律师在参与社会调解、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律师既熟悉相关

法律法规，又具备丰富的处理重大疑难复杂问题与纠纷的实务经验，不仅可以分担行政机

关和司法机关的压力，还能有效补充和促进调解制度的实施，及时、专业、有效地解决社

会矛盾。

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律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2903 件；38 家律师事务所专门成立由既

有专业又有经验、且有大局观和责任感的律师组成调解工作室；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纠纷解

决体系，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专业化、便捷化的调解模式。 

【典型案例】

 1、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指派 18 名律师派驻宜兴全市所有 26 个公安派出所，作为独

立第四方，为 110 接警民警提供法律咨询，并参与民事纠纷公益调解。2018 年，衡立所派

驻律师现场调解 847 件，成功化解 668 件，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78.9% 。其中参与重大案件

调解 11 起，包括参与重大死亡事故调解 10 起，参与群体性案件调解 1 起。 

立足无锡地域  维护社会稳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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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成立了无锡市梁溪区婚姻家事人民调解工作室。该工作室主要

是为了研究无锡地区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和调处的方法和规律，宣传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

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提供法律和心理咨询服务，预防婚姻家事纠纷的发生。

3、江苏福庆律师事务所在锡山区华亭社区成立无锡首家律师物业调解工作室，创建物

业调解 OA 系统，实现线上线下、实地和远程调解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调解效率。 

（三）参与群众性、突发性重大事件处理 

群众性、突发性重大事件，扰乱甚至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对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也给社会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 

无锡律师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介入群众性、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协调和处理工作，

通过向涉事群众及亲属普及法律法规，耐心解答他们的法律疑惑，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

协调了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2018 年处理此类事件共 53 件。 

（四）参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

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为了更好地参与专项行动，无锡市律师协会及时成立了扫黑除恶律师辩护代理工作业

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公、检、法、司、市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和江南大学法学

院教授等，对律师进行系统的专业培训和可行的实操指导，有效提升了律师办理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律师共办理涉黑涉恶刑事案件 296 件。

图系 2018 年 3 月，无锡市律师协会举办全市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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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律师发挥各项专业特长，通过参加立法会、座谈会、论证会和征求意见会，就有

关法规、规范性文件起草、修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以法律人特有的责任意识和专业视角，

为地方法治建设与法律制度完善出谋划策，充分展现了无锡律师敢于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

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律师参与省级以上的立法建议与提案共 2 个，参与无锡市地方性法规

立法 9 次，提出对立法协商有帮助的意见和建议 9 条。

【典型案例】

1、2018 年 3 月，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吴晓宇律师接受无锡市环境保护局的委托，

根据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无锡市环境行政执法的实际，参与修订无锡市环境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基准。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韩庆东律师参与了《无锡市残疾人保障条例》

的修订。

2、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等律所参与起草的《无锡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被列入全省首部设区市立法精品工程。 该《条例》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获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予以公布。

关注社会问题  参与立法协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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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公益事业  承担社会责任六
无锡市律师协会带领全市律师投身公益事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方面，律师接受指派，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另一方面，自发组建公益服务团队，

主动为残疾人、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让更多的人体会

到法治的温暖。

截至 2018 年底，无锡律师共办理 603 件公益性诉讼案件，参与构建 19 个公益性项目，

捐资、捐物 441900 元用于扶贫帮困助学。为广大困难群体避免或者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

保证了个案公平正义，化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人们对于法律信任感。同时对于律师自身

而言，投身公益事业，进一步增强其在执业活动中的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典型案例】

1、资助贫困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 

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 、江苏

漫修律师事务所、江苏迅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江苏海辉律师

事务所等律所常年资助贫困学生，形式多样，以爱心午餐、助学金和奖学金等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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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68 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张昊律师出资组建的“8868 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四年来为老

百姓日常生活提供法律咨询和办理涉法事务两千余件。

2018 年 3 月，江苏省司法厅万力副厅

长在司法行政信息快报 176 期上批示：成效

显著，应予褒奖

2018 年 7 月 12 日，司法部法律援

助工作司司长白萍一行在省司法厅王君

悦副厅长、无锡市司法局杨智敏局长陪

同下调研指导惠山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时，白萍司长对“8868 法律服务社”创

设以来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所做的贡献

以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现场

赞扬了“三个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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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无锡市律师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共 44 人。其中，党代表 5 名，

市、县两级人大代表 15 名，市、县两级政协委员 24 名。律师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

极履职，广泛收集社情民意，提交优秀议案、提案共 40 件，入选或被评为优秀或典型议案

和提案数量共 6 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不同领域，充分体现

了无锡律师参政议政的智慧和才能，展现了无锡律师热心社会建设和担当社会责任的良好

形象。据不完全统计，2008 年度无锡律师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提供 93 次法律服务和提出 37

条法律意见。

【典型案例】

1、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王卉青律师围绕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和执法层

面，向省政协提出建议《我省污染环境罪罚金刑的适用亟待规范》，受到高度重视。

2、无锡市政协委员江苏迅安律师事务所徐而迅律师的政协提案《关于整合司法和行政

资源，协力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提案》被评为 2018 年优秀政协提案。

助推社会管理  积极参政议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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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锡律师，勠力同心，

携手跨入新时代；

无锡律师，躬身践行，

融心创想新未来！

我们是无锡律师！

我们热爱这片土地，

因为这里充满了温情和水；

我们热爱这份职业，

因为心里拥有着激情和爱

2

我们是无锡律师！

送走 2018，

我们能言能辩；

辩护心中的正义，

言论法律的疏漏。

我们是无锡律师！

迎接 2019，

我们载歌载舞；

舞动美丽的年华，

歌唱伟大的祖国！

3

我们是无锡律师！          

有一个忠诚的信仰，叫使命，

让我们充满力量，脚步铿锵！

有一双五彩的翅膀，叫梦想，

让我们胸怀向往，自由翱翔！

我们是无锡律师！

有一段峥嵘的岁月，叫时代，

让我们爆发坚强，挺起脊梁！

有一条光辉的道路，叫未来，

让我们眼前敞亮，心潮激荡！

4

我们骄傲，

我们是无锡律师！

我们有梦想，

奋斗洋溢着饱胀的激情；

我们正奋斗，

梦想显露出瑰丽的靓影！

我们骄傲，

我们是无锡律师！

我们寄情山水，

我们更热爱法治！

我们颂扬新时代，

我们也创想新未来！

结  语八
《跨入新时代   创想新未来》
——我们骄傲，我们是无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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