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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时期， 未建立律师制度。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成功， 南京临时
政府起草公布 枟律师法草案枠， 后因临时政府解散而流产。 １９１２ 年 （民国元
年），袁世凯北方政府司法部公布枟律师暂行章程枠、枟律师登录暂行章程枠。１９１９
年 （民国八年）， 甘肃高等法院首批登录律师 ４ 名。 １９４１ 年 （民国三十年）， 登
录律师 ２２ 名， 有律师事务所 ２２ 处。 截至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全省登录律师 ４６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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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师事务所 ４６ 处。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根据 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枠 第十七条规定， 取缔旧中国的律师制度。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甘肃省人
民法院发出 枟关于取缔黑律师讼棍活动的指示枠， 并在 １９５２ 年司法改革中进
一步铲除黑律师及讼棍从事包揽、 欺诈等非法活动。
１９５４ 年底， 我省各级人民法院根据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枠、
试行辩护制度。 当时， 多以被告人行使辩护权、 或由近亲属监护人出庭辩护、
或由被告人所在社会团体和机关推荐辩护人等形式为主。 亦有法院临时指定
辩护人。 法院行政人员、 公安局秘书、 政府干部亦可充任辩护人。 法院允许
辩护人翻阅案卷与有关证据材料， 并可与被告人谈话。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城关区人民法院在人民团体中组
织培训 １６ 人， 供被告人选聘或由法院指定担任辩护人， 为全省律师性质辩护
之开始。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甘肃省司法厅成立， 相继在兰州、 银川、 贺兰、 庆阳、 民勤、
天水、 西和等 １８ 个县、 市法院试行辩护制度。 仅 ３、 ４ 两个月， 经辩护的刑
事案件即有 ５５ 件， 其中： 法院指定专人辩护 ２３ 件， 近亲属、 监护人辩护 ２６
件， 人民团体推荐或法院许可的公民辩护 １０ 件。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起， 从法院系统及司法行政机关陆续抽调干部 ４１ 人， 转做律
师工作。 在兰州、 吴忠、 玉门、 临夏、 武都、 银川、 天水、 定西、 固原、 武
威、 酒泉、 平凉 １２ 个市、 县相继建立法律顾问处筹备处。 １０ 月， 甘肃省人民
委员会第 ６１ 次行政会议批准法律顾问处建制， 各法律顾问处正式成立， 并启
用印章。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经省委常委会议批准， 甘肃省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宣
告成立， 省司法厅于 １２ 月 １３ 日函请省民政厅登记备查， 并报司法部备案。
１９５７ 年， 省律协 （筹） 及市、 县法律顾问处计 １３ 个单位， 共有律师 ４３
人。 不久， 整风运动开始， 在反右斗争中， 律师工作受挫， 除兰州、 玉门、 银
川 ３ 个法律顾问处尚存外， 其余 ９ 个被砍去。 省律协 （筹） 的专职干部也由
３ 人减至 １ 人。 １９５９ 年司法厅撤销， 律师机构解体。
１９７８ 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社会
主义法制的任务。 省上及各地于 １９７９ 年底、 １９８０ 年初酝酿筹建律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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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４ 日省人民政府第 ２３ 次常务会议批准， 市县设立法律顾问处。 ８
月 ２６ 日，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枠 颁布， 筹建工作步伐加快。 是年
底， 全省 ８１ 个县市中， ６４ 个县市配备有律师 １０７ 名， 兰州、 天水、 秦安、 陇
西、 榆中率先建立法律顾问处。 １９８１ 年， 全国、 全省召开第一次律师工作座
谈会， 推动律师组织建设。 至年底， 全省有 ５７ 个县市建立法律顾问处， １９８２
年发展到 ７７ 个， １９８３ 年 ８３ 个。 １９８４ 年， 全省除舟曲县外， 各县、 市均建立
法律顾问处。 截至 １９８９ 年底， 全省有律师事务所 （原称法律顾问处） １０２ 个。
其中包括：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省厅批准西峰镇建立的庆阳地区法律顾问处；
１９８１ 年在合作镇建立的甘南州法律顾问处；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建立的甘肃省
经济律师事务所； １９８５ 年在专署所在地建立的定西、 武都、 武威地区律师事
务所、 兰州市律师事务所 （后称兰州市第四律师事务所） 和 １９８６ 年在白银市、
天水市、 酒泉地区、 平凉地区建立的律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推动律师工作的
发展，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兰州市试办不占国家编制、 不要国家经费的合作制性质的
律师事务所， 称兰州市第三律师事务所。
１９８４ 年， 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 兰州炼油厂、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及兰州
钢厂等 ２２ 家大型厂矿企业相继设立法律顾问室。 至 １９８９ 年底全省建立企业
法律顾问室 １０７ 个。
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９８３ 年批准省妇联建立法律顾问处， 相继地、
州、 市妇联建立法律顾问小组、 县妇联设法律顾问。 县以上妇联设置的法律
顾问机构属妇联的事业编制， 为妇女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至 １９８９ 年底， 全省有律师工作人员 ６２５ 名， 其中专职律师 ４７１ 人， 兼职
律师 １００ 人， 合同制律师工作人员 ５４ 人 （不含厂矿企业和各级妇联设置的法
律顾问机构中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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