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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是协助大、中型律师事务所制定并执行有利的策略。
通过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我们在法律界及其合作关系结构领域已拥有超凡的知识储备。
随着法律业务日益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在所有主要法律市场的经验已成为成功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我们的
客户所高度重视的。我们的方法是绝对诚实并且绝对专注于客户的盈利能力。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



在一线大律所工作十余年后，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开始改变。商务律师事务所首次面临危及其生存的问题。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市场行情一
直比较艰难，但是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都可以通过严格削减成本而设法继续维持。然而，尽管已作出诸多努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律师事务所

又面临新的危机，而这一次的危机与以往不同，它更加危险、更加多样、更加难以解决。

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也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便适时写了一本书。于是，2015 年 10 月，《律所再造：律所革命的宣言书》问世了。

大约一年前，我们决定建立一家专注于法律业务的战略咨询公司， 一家现代化的、不做无用功的、有效力而又敏锐关注客户的长期盈利能力的战
略咨询公司。我们的公司很快便取得了成功。我们在正确的时间点做出了正确的决议。从此之后，公司持续平稳发展。2016 年 6 月，我们在纽约

开设了办事处，而后，2016 年 9 月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目前，我们正在密切寻求在阿克拉或拉各斯设立非洲市场支持办事处的可能性，尽管目前
该地区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动荡的现实可能会导致这一举措的推迟。

经过审慎的考虑，我们选择在海牙设立欧洲办事处，而非伦敦。我们希望为所有市场的客户提供服务。被公认的中立性是一种优势，在某些情况
下，这甚至是一个先决条件。海牙之于法律界的意义相当于瑞士之于国际社会的意义，而这两个地方都是中立机构的集中地。我们希望对所有国
家、文化、法律市场和制度都保持中立的立场，以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提供最有利于客户的服务。

在二十一世纪创业，就意味着采取敏捷、灵活的工作方式。无需传统企业的过多投资，只需在需要时灵活引进聪颖的人才队伍； 可使用现代化的
技术，而仅在有需求时采取老式的试验和测试方法。

我们的发展历程



“《律所再造：律所革命的宣言书》一书提出了许多关于当今主要律师事务所的重要见解，洞悉他们的优势、弱点和反常行为。作者全面了解这
个领域的所有细节，并且在分析关键业务和组织问题时毫不留情。此书不容错过。”

——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 James R. Silkenat

“Jaap 以一种迷人而又诙谐幽默的方式提出了珍贵而发人深省的观点，针对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方式与其面临的威胁提出了宝贵的见解。无论你
对书中不时提出的富有争议或具有反叛精神的观点持同意或反对态度，但对于所有对自己和未来负责任的律师而言，此书无疑是一本具有吸引力
而又充满趣味的必读书！”

——AIJA 前任主席、法学硕士获得者 Orsolya Görgényi 博士

“《律所再造：律所革命的宣言书》是一本令人着迷的读物，此书挑战现状、触动我们的感官，阐述了提高成功几率的方法。书中的每一章都是
对传统方法的不断挑战，有众多令人惊喜的瞬间。”

——壳牌石油公司采购总监 Vincent J. Cordo, Jr.

《律所再造：律所革命的宣言书》



有些品质可以造就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但在企业管理方面却成为阻碍因素。一旦合伙人当选为

管理岗位，他们就将面临全新的局面。业务管理和合作伙伴管理需要完全不同的全新技能。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可协助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层履行职责、开发能力，使其更有效地发挥领导

作用。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了解法律业务的企业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合伙企业的内在

工作机制。这是把事情做好的关键所在，也是有效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重中之重。

董事会咨询



虽然过去的数据并不能为当前带来新的业务，但业绩分析能够提供宝贵的见解，帮助您打造更好的

企业。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在分析律师事务所业务绩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拥有丰富

的参考数据，可以将您的企业业绩与所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可堪比较的公司业绩的行业标准进行对

比。我们发现，对所有业务参数进行核心分析有助于帮助客户用更轻松的方式盈利，同时还能提供

更好的监控和指导机制，这些机制易于合作伙伴理解，从而也便于他们能够更好地对经营实践进行

管理。单纯依靠收费时数和收益进行引导必定是不全面的，也会导致错误的激励措施。

业务分析



在所有合作伙伴关系中，成功的、高收入的表现者和落后者之间都自然会产生一种紧张的关系， 而

利润分配系统可以放大或调和这种强弱关系。除了极少数的个案之外，分配和薪酬制度与合伙人个

人的绩效衡量是相匹配的。律师事务所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些参数对合作伙伴行为的影响，甚至对整

个公司的业绩的影响。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在合作伙伴薪酬模式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

开发了平衡绩效监控系统，有助于鼓励能兼顾公司和合作人个人最佳利益的行为。同时，在合作伙

伴达到“退休”年龄以及处理横向招聘的事宜方面，我们也拥有丰富的案例经验。

合作伙伴薪酬与绩效指标



2017 年初，我们发现有超过 1000 家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为法律界提供服务。其中有 281 家

融资公司（112 家 A 轮、41 家 B 轮、26 家晚期融资、65 家企业并购和 IPO），756 家为非融

资公司。2015/16 年度，该行业的总投资额超过 5.5 亿。这些数字正在不断变化，并且仍呈增长

势头。在如此之多初创企业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律师事务所和公司的内部部门几乎不可能掌控局

面。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致力于帮助客户做出明智的选择，在付出的时间和资金中赢得最

大限度的回报。我们不是 IT 界的专业人士，也不是 IT 销售人员， 但我们可以帮助鉴别哪些是

炒作信息，哪些在现实中真正有用。我们专注于用新颖而智能的方式接受新科技，为客户赢得商

机。科技也可以是一种商业工具。

数字化变革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时代，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可提供的服务质量都不相上
下，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事务所对自身的定位就愈加重要。精准的定位有助于为您的公司创造宝
贵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客户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定位始终以战略为基础，有助于让您的公司在
其他高品质的律师事务所中鲜明的脱颖而出。定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用数年的时间精心
构建一个一贯的、有识别度的和鲜明的品牌形象。定位不是广告活动，也不是发布一个全新的网
站或者重新塑造一个品牌。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拥有战略洞察力、专业知识和市场知识储备，可帮助律师事务所从客
户的角度建立坚实、可信而又鲜明的品牌形象。

定位



企业战略会规划出律师事务所应该寻求什么类型的客户或业务，然而，适当的业务量则是一个完全

不同的挑战。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在业务发展支持领域拥有十余年的经验。我们会建议客户

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一个经济合理而又明智的定价策略，指导客户使用当今富有经验的客户正在

运用的复杂的采购流程。我们的 TGO 创业中心可以提供各个级别的培训课程，帮助合作伙伴发展

技能，防止业务过快增长。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设有一个专门的业务发展支持窗口，可以在按照客户需求在

Chambers/Legal500 提交评级时提供实际的帮助。欢迎联系我们，共同探讨更多的业务可能性。

业务发展支持



法律界的变化日新月异。许多律师事务都从与日俱增的竞争中感受到了压力。诸如“四大”和技术型其他法律服务提供商
之类的新鲜血液已经进入市场，而国际商务律师事务所也仍在不断扩大其业务范围。在购买法律服务时，客户的采购过程
也更加精简合理，且更加富有条理。

日趋激烈的加剧和复杂采购过程意味着，客户往往可以在能够以同等质量受理委托的多名律师和多家律师事务所之间进行
选择。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价格下跌的压力。

数十年来，耗费的小时数一向是法律业务建立的基础。鉴于小时费率所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律师事务所必须调整其业务
模式以维持盈利能力。保持与同行同等水平的盈利能力，对于吸引成功的合作伙伴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几年中，
合作伙伴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增长，这表明，如果成功获得利益的合作伙伴开始对公司战略失去信心，他们就倾向于转战其
他地方。

TGO Consulting 在法律界拥有超过十年的经验。我们帮助客户制定着眼于维持长期盈利能力的现实战略。许多律师认为
自己只是专业人士，往往会忽略法律的商业业务。我们认为，一家律师事务所，首先其最根本上还是一个
企业。法律业务以强大的个体为中心，因此，它具有特殊性。如果没有对律师群体的深刻理解，没有对合伙企业内部工作
机制的深刻领悟，就不可能为其提供战略建议。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的服务人员都拥有广泛的第一手经验，可以引
导客户度过复杂而又敏感的决策过程。

以我们的经验为基石，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开发了三阶段策略。首先，我们与所有合作人进行交流，从财务角度深
入分析业务情况，对企业现状进行评估。只有在了解企业优势、劣势和志向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为企业起
草着眼于未来盈利能力的坚实、鲜明而又现实的发展战略。
于大多数顾问而言，交付策略即代表着服务的终止，而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意识到，如果执行不当，再辉煌的策略
也无法起到丝毫效果。因此，我们会在执行阶段对客户进行指导，随着合作人参与度的增加，我们的参与度会逐渐减少。

在开始服务之前，我们会与客户签署双方保密协议。

企业战略



一名优秀的律师不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企业家。然而，名优秀的律师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企业家。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
可以帮助律师事务所制定成功的业务战略。然而，如果执行过程不够正确或不具有一惯性，再最辉煌的策略也无法发挥其效力。
这就是 TGO 创业中心成立的初衷。我们制定了有效且切中要害的方案，用以教育和培训律师的多方面技能，使其兼备创造工具
的能力和以执业律师的身份发展成为企业家的态度和精神。现实证明，我们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没有泛泛空谈的理论，也没有华而不实的操作练习。直奔主题，只传授你需要知道的关键事项。目前，我们提供以下课程：

• 创业企业的领导阶层之合伙人管理和业务领导
• 合伙人的高级企业家精神
• 未来合伙人的实际企业家精神
• 合伙人的基本企业家精神
• 合伙人与业务发展专业人士的高级业务拓展

TGO 创业中心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使用企业云存储解决方案，文件被加密，并且通过 2048 位加密密钥等级的 SSL 连接至云端。我

们的文件有 100％ 的隔离性，安全性也有最优保证。我们在荷兰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存储。基于云的硬盘平台基于 VMware

ESXi 环境。我们的平台有冗余设计，且同时在两个独立的数据中心进行托管。

这些数据中心满足最高标准要求，比普通的数据中心要严格数倍。数据中心已通过 ISO 9001 和 ISO 27001 认证，这就意味

着所有操作都必须按照安全协议予以开展。该设施全天候 24 小时使用闭路电视进行监控，所有在数据中心内及周边出现的内

容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出现紧急事件，工程师和防护人员每天全天候到岗值守，确保解决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数据楼层

的温度保持在 21°C 的恒温，误差幅度为 2°C。湿度保持在 10％ 到 50％ 之间。数据中心配备了吸气式火灾探测系统，该系

统与极早期烟雾探测装置 (VESDA) 相连，直接连接至 MIST-灭火系统。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数据楼层会被氩气充斥以代替

氧气，因此，火灾将因为缺氧而熄灭，且氩气不会损坏我们的设备。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仅使用安装了最新版本 Windows 10 系统的计算机， 软件每天定期更新。我们所有的计算机都有

密码保护，所有数据全部加密， 并且所有连接均通过 VPN 实现。只有软件和非客户数据才会在计算机上进行本地存储。我

们使用最新版本的高级反恶意软件和防病毒软件保护系统安全。我们的所有员工和顾问都定期接受网络安全培训。所有数据

都是完全分隔的，只有在有需求知晓的前提下才可以访问。项目结束后，权限随即被撤销。纸质记录的使用频率被压缩至最

低限度，且用完后立即粉碎。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雇佣的所有员工都已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除出于特定的客户会

议目的之外，不得将文件带离办公室。我们绝不会将客户端数据存储在 U 盘或其他可移动驱动器上。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形式

发送的敏感文件将使用密码保护。在此类情况下，密码将通过短信的形式单独发送到经过验证的手机。我们绝不会透露客户

的姓名。

数据安全策略



欣赏不同的人的独特视角和做出的差异化贡献是一件非常智慧的事情。TGO Consulting 咨询公
司相信，与同质群体相比，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合作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致力于多样性不
仅仅是我们道德信仰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稳健业务的有效保证。我们强烈鼓励我们的客户以同样
的方式来看待多样性。

可持续性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商业道德的一部分。道德行为包括放眼全局，而非
仅仅关注短期利益。我们诚挚的相信，为了商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行为会对
自然资源、环境和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与短期收益相比，我们始终优先着眼于长期利益，我们
也鼓励我们的客户与我们保持一致的战略眼光。

多样性



海牙
荷兰海牙市 Schenkkade 街 50 号 9 层
邮编：2595 AR
电话：+31 70 800 20 29

纽约
美国纽约市公园大道 445 号 9 层
邮编：10022
电话：+1 212 836 4806

香港
中环皇后大道中 99 号中环中心
66 层 6601 室
电话：+852 2824 8587

联系方式



Jaap Bosman 是战略咨询行业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投资

人。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是一家战略定位公司，其经营

场地包括纽约、海牙和香港，而 Jaap Bosman 正是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金融时报》在 2013 年为他颁发了首个国际战略创新律师奖，

以此表彰其成就。同时，他也是汤森路透卓越法律营销奖的

获得者。

Jaap Bosman 撰写的《律所再造：律所革命的宣言书 (Death 

of a Law Firm)》一书由美国律师协会出版。这本书现已被译成

中文，也已成为全球畅销书。

Jaap Bosman 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演讲者，被誉为世界法律业务

未来思想领袖之一。同时，他是 ABA 期刊和全球其他众多杂志

的定期撰稿人。

Jaap Bosman
bosman@tgo-consulting.com

+31 6 202 104 99



Lisa Hakanson 在法律行业拥有长达十年以上的经验，其职

业生涯中还一直在从事国际业务，其中包括南非、瑞典和欧

洲其他地区。她曾是一家世界领先的海洋建筑公司的内部全

职律师之一，负责上游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高价值项目的多方

合同。

Lisa Hakanson 拥有强大的研究和分析能力，一直供职于欧

洲一家较大规模的商业律师事务所，从事业务发展领域的工

作。她一直参与战略客户开发、市场分析和财务分析。

Lisa Hakanson 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荣誉法律学士

学位，而后获得国际商业法法学硕士学位。

Lisa Hakanson
hakanson@tgo-consulting.com

+31 6 489 789 50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是注册于荷兰的 JBLH B.V. 有限责任公司的商标名，公司注册号 (KvK) 为 63506300。

此雇佣条款适用于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所接受的所有雇佣关系，以及由其引起或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包括与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有关的人员。客户交付的所
有任务均由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所承接，而非任何顾问个人。客户的所有一般条款和条件的适用性被特别排除。

除非有明确的书面许可，否则，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产出的所有书面材料或演示文稿均不得与任何第三方进行分享。违反本条款将导致金额相当于适用项目费用十倍的
罚款，并附加所产生的法律费用。

向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提供数据即表示客户同意在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在公司组织内部（包括附属公司）处理此类数据，包括个人数据。TGO Consulting 咨
询公司承诺保密协议适用于其组织内部经手此类数据的所有人员。同时，客户也同意使用当时通常使用的所有通信方式，尤其包括互联网和电子邮件。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可以将有关客户的任何数据存储在云端。在使用云端存储时，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将选择一个信誉良好的云端存储供应商。如云端发生任何
数据泄露或被盗事件，对于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概不负责。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为其客户提供咨询和指导，客户在所有情况下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客户不会让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对由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向客户
提供的建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负责，并且，如发生任何因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向客户提出的建议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事件，客户应使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免于
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在与为客户提供服务的相关事宜中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牵涉了与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无关的人员，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将不会因该人员的任何错误
或疏忽遗漏而对客户负责。要求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提供服务即表示客户向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授权，可代表客户接受由该人员规定的责任限制。

如果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达成有关费用的书面协议，则费用将以每天的标准适用费率为准，且最少天数为一天。所有报价均不包括增值税。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否则，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在执行任务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都将另行向客户收取，无附加费用。

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否则将按月按比例向客户出具请款单。客户应在出具请款单之日起的 30 天内全额付款。如果客户在此期限未全额付款，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有权
在不要求提出进一步拖欠通知的情况下，行使其按照法定税率向客户收取利息的权利，以及向客户收取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在接收费用时所产生费用（包括诉讼费用）
的权利。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可以随时要求针对即将开展的工作预付费用。如果客户未及时支付费用，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有权暂停工作。TGO Consulting 咨
询公司将保留其开展的所有工作，直到收到全额款项。如出现上述情况，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将不对任何因中止工作而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即使出现暂停工作的情况，
客户仍然应该如项目已完成一般支付全额费用。

如果此一般性雇佣条款中的任何规定由法院裁决无效或予以撤销，其余条款仍然有效。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和客户应根据原始条款的目的和范围协商制定替代条款。

与 TGO Consulting 咨询公司有关的所有法律关系以及所有责任索赔仅受到荷兰法律的管辖。所有争议均应提交至荷兰海牙的法院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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