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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律师协会 

委托人保障基金 

补偿申请 

说明

在提交委托人保障基金补偿申请之前，您必须首先向加州律师协会首席审判律师办公室提出针

对该律师的不当行为的投诉，除非该律师已经被吊销律师资格或死亡。您可以在加州律师协会

网站上找到律师不当行为投诉表 https://apps.calbar.ca.gov/complaint/standard/index. 

您必须在递交申请表时，就所声称的金钱/财产损失提交解释说明。您还必须提供支持您声称

的损失的文件副本。 

请回答此申请表中的所有问题，否则申请表将被退回给您。如果空间不足，请附加其他页面。

所有申请人必须在申请表上签名并注明日期，并且必须将填写好的申请表邮寄或扫描并连同

附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委托人保障基金，地址为： 

The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Client Security Fund 

845 S. Figueroa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7-2515 

clientsecurityfund@calbar.ca.gov 

FOR OFFICE USE ONLY (仅供官方使用)

CSF # $ Date Received 接收日期 

https://apps.calbar.ca.gov/complaint/standard/index
mailto:clientsecurityfund@calbar.ca.gov


第 2 页，共 6 页 
2022 年 9 月修订 

1. 用于支付律师费用的资金或账户的全部所有者必须作为共同申请人

纳入本申请表。（对于其他共同申请人，请在此申请表中附加页面。）

a. 申请人：

名字 中间名 姓氏 

申请人地址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b. 共同申请人：

名字 中间名 姓氏 和申请人的关系 

共同申请人地址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2. 造成您所有损失的律师：

律师姓名 电话号码 

律师地址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律师的加州律师协会编号（要查找此律师的加州律师协会编号，您可以使用加州律师协会网站上的

律师搜索功能 https://apps.calbar.ca.gov/attorney/LicenseeSearch/QuickSearch。） 

3. 您与律师的关系：

a. 律师是否为家庭成员，或是您与律师有过私人关系？例如，您是/曾是律师的配偶、

亲密伴侣、父母或子女？

否 

是。描述关系： 

https://apps.calbar.ca.gov/attorney/LicenseeSearch/Quick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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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和律师有过业务关系吗？例如，您是/曾是律师的合伙人、同事、雇员/雇主还是律师的独立承包商？

否 

是。描述业务关系： 

c. 您聘请过该律师吗？

否。如果您没有聘请该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请描述律师获得属于您的资金/财产的情况。您可以

在此申请表中附加其他页面。（见下文第 5 b 段。） 

是。您聘请律师做什么？ 

   刑事事件    遗嘱认证事件    破产事件    家庭法律事件 

   工伤赔偿    移民    人身伤害 

   房屋贷款修改/止赎  其他： 

i. 您何时聘请的此律师？

月 日 年 

ii. 支付给律师的律师费总额是多少？

iii. 如果律师为法院立案的案件提供了代理服务，请提供以下信息：

案件名称（例如，Smith vs. Jones）

案件归档的大致日期： 案件编号： 

法院名称：  分支机构/城市： 

4. 声称的金钱/财产损失：

为了帮助确定您可以申请补偿的金额，请注意以下几点： 

委托人保障基金旨在补偿律师盗窃或相当于盗窃的行为。要想您的申请纳入考虑，您必须确定您

寻求补偿的金钱或财产 (1) 已由律师实际收到，并且 (2) 由律师不正当地保留。该基金无法补偿您

的利息或附带或间接损失，例如律师造成的损害。无法补偿的附带或间接损失的示例包括因渎职

（疏忽或无能）造成的损害，或您向另一位接手您案件的律师支付的费用。 

a. 您向委托人保障基金申请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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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如何描述您的金钱/财产损失？

 支付给律师的律师费  贷款资金 

 支付给律师的费用  投资基金 

 结算资金  其他费用： 

c. 您的金钱/财产是何时损失的？

月 日 年 

d. 您何时发现您的金钱/财产损失了？

月 日 年 

e. 您的金钱/财产损失能否从委托人保障基金以外的任何来源获得退款或补偿？例如，保险、赔偿或

保证金是否涵盖了损失？

 否 

 是： 

i. 可以从什么来源退还/补偿损失？

ii. 您可以从该来源获得的最大金额是多少？

f. 您是否从律师或任何其他来源收到了金钱/财产损失的任何部分的退款或补偿?

 否 

 是： 

i. 您从谁那里收到退款/补偿？

ii. 您收到退款/补偿的日期？

iii. 您收到的退款/补偿总额？

5. 支持文件和说明：

• 您必须提供证明和支持您请求补偿的金钱/财产损失的文件副本。

• 您还必须对损失作出解释。如果没有作出解释和提供文件，委托人保障基金可能无法继续推进

您的申请。

6. 支持文件：在此申请中附上证明您与律师关系的文件，证明律师收到了您和任何共同申请人拥有的资金/

财产，律师不正当地保留了资金/财产，以及支持您声称的损失的任何其他文件。以下是有助于确定您的

索赔的文件示例。

您在本补偿申请中附上了以下哪些文件？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

 法律服务/费用协议  收据  法庭记录表 

 已取消支票的正面和背面  存款单  律师准备的文件 

 银行对账单  律师开具的发票  与律师的通信 

 明细科目  信用卡结单  与资金有关的法院命令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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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释：在本申请随附的单独页面上，按时间顺序描述导致您的金钱/财产损失的律师行为。请务必说

明律师收到的资金金额、所有相关日期以及对律师执行的任何工作/法律服务的描述。

7. 纪律投诉和其他诉讼：

如果律师未被吊销律师资格或死亡，您必须在提交此申请之前向加州律师协会首席审判律师办公室

提交针对该律师的律师不当行为投诉表。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投诉表

https://www.calbar.ca.gov/Public/Complaints-Claims. 

a. 您是否向加州律师协会首席审判律师办公室提交了针对该律师的律师不当行为投诉表？

 否 

 是： 

i. 您何时填写的投诉表？
月 日 年 

ii. 您的投诉编号是多少？

b. 如果您对律师提出以下任何一项，请提供以下要求的信息。

i. 民事诉讼或小额索赔案件：

案件归档的大致日期： 案件编号： 

法院名称：  分支机构/城市： 

ii. 刑事起诉书：

起诉书归档的大致日期：  起诉书编号： 

检控机关名称：  分支机构/城市： 

刑事案件编号： 法院名称： 

iii. 费用争议仲裁请求：

请求归档的大致日期:  事件编号： 

县律师协会/机构听证纠纷： 

产生的民事案件编号： 法院名称： 

iv. 如果您对 i、ii 或 iii 选择了“是”，那么程序的当前状态是什么？

申请人权利和代位权的转让： 

在支付所要求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款项后，您（以下签署人）在支付此类款项的范围内，特此将您针对主要和/或次要责任

人因上述不诚实行为而引起的索赔、诉讼和判决转让给加州律师协会，包括针对银行、保险公司等的诉讼。您授权加州律

师协会以您、加州律师协会或其委托人保障基金的名义起诉所有索赔、诉讼和判决，或由加州律师协会自行决定以两者的

名义起诉。 

如果委托人保障基金支付给您的金额未全额支付您蒙受的所有损失，则加州律师协会追回的任何超过支付给您的金额，

加上其催收的费用，均应支付给您。 

您同意，在加州律师协会向您支付任何款项后，您将配合其提起任何索赔、诉讼或判决。您还同意，在委托人保障基金

向您支付任何金额后，将在加州律师协会的完全控制下采取或继续进行所有民事诉讼。您还同意加州律师协会可以自行

决定起诉；不起诉；或未经您的同意放弃索赔、诉讼或判决。 

https://www.calbar.ca.gov/Public/Complaints-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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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同意配合此补偿请求的调查以及针对相关律师的任何相关纪律处分程序。您同意提供任何其他信息，签署并向加州律师

协会提交与申请相关的任何事项可能需要的该等文件。 

您放弃您对委托人保障基金、加州律师协会、其任何高管、雇员、董事会成员和所有其他委员会就支付或拒绝此补偿请求

可能拥有的任何权利；或上述任何人未能就任何索赔、诉讼或判决寻求或实现的任何特定结果。对于针对任何个人或实体

的任何诉讼或索赔的存在和状态，所有申请人必须告知加州律师协会，这些个人或实体对与委托人保障基金申请有关的损

失负有全部或部分责任。如果申请人在提交申请之前、申请待定期间或之后收到任何追回款，申请人应通知委托人保障基

金和加州律师协会。如果所有申请人或其代表在任何时候从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代表或以其他方式已经收到或收到与声称

的损失有关的任何金额，所有申请人均有义务立即通知委托人保障基金。加州律师协会有权要求申请人偿还该等金额，最

高为委托人保障基金支付的总金额。加州律师协会可以通过法律允许的任何方式收取这些款项。您的权利和补救措施受委

托人保障基金规则的约束，该规则可能会不时修订。 

申请人须知 

加州律师协会对律师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从委托人保障基金拨付的款项完全由加州律师协会决定。通过向委托人保

障基金提出申请，申请人承认他们可能会放弃对第三方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同等赔偿的权利。 

 如果律师或任何第三方就此索赔作出任何补偿，本人/吾等同意通知委托人保障基金。 

 本人/吾等已收到并阅读适用于加州律师协会委托人保障基金程序的规则，并同意受其约束。 

 本人/吾等同意提交诸如银行记录之类的文件，证明律师收到了款项，同意填写本申请中的所有项目，并同意充分

回应本基金提出的进一步信息和文件要求。 

 本人/吾等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和正确的。 

根据加州法律伪证处罚的规定，所有申请者必须在本申请表上注明日期并签署。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共同申请人签名 日期 

提交补偿申请时不需要律师。大多数补偿决定是基于申请人提交的或加州律师协会获得的文件。如果您希望律师代表您处

理您的申请，您的律师必须填写此部分。鼓励代表申请人的律师无偿地、公开或免费提供此等服务。（委托人保障基金规

则，规则 3.440 (G)）。申请人授权： 

作为本人/吾等的关于此申请的律师。 

律师姓名（正楷字体） 加州律师协会编号 

律师签名 日期 

备注：无论律师代表如何，所有关于委托人保障基金的往来文件均将直接发送给申请人， 

并抄送律师，支票抬头为申请人，并直接寄给申请人。 


	加州律师协会 委托人保障基金
	申请人须知


	Field 1: 
	Field 2: 
	Field 3: 
	Field 4: 
	Field 5: 
	Field 6: 
	Field 7: 
	Field 8: 
	Field 9: 
	Field 10: 
	Field 11: 
	Field 12: 
	Field 13: 
	Field 14: 
	Field 15: 
	Field 16: 
	Field 17: 
	Field 18: 
	Field 19: 
	Field 20: 
	Field 21: 
	Field 22: 
	Field 23: 
	Field 24: 
	Field 25: 
	Field 26: 
	Field 27: 
	Field 28: 
	Field 29: 
	Field 30-1: Off
	Field 30-2: Off
	Field 30-2-1: 
	Field 30-2-2: 
	Field 31-1: Off
	Field 31-2: Off
	Field 31-2-1: 
	Field 31-2-2: 
	Field 32-1: Off
	Field 32-1-1: 
	Field 32-1-2: 
	Field 32-2: Off
	Field 32-2-1-9-1: 
	Field 32-2-2: 
	Field 32-2-3: 
	Field 32-2-4: 
	Field 32-2-5: 
	Field 32-2-6: 
	Field 32-2-7: 
	Field 32-2-8: 
	Field 32-2-9: 
	Field 32-2-10: 
	Field 33: 
	Field 32-2-1-9: Off
	Field 34-6-1: 
	Field 35: 
	Field 36: 
	Field 37: 
	Field 38: 
	Field 39: 
	Field 40: 
	Field 41-1: Off
	Field 41-2: Off
	Field 41-2-1: 
	Field 41-2-2: 
	Field 42-1: Off
	Field 42-2: Off
	Field 42-2-1: 
	Field 42-2-2: 
	Field 42-2-3: 
	Field 43-13-1: 
	Field 44-1: Off
	Field 44-2: Off
	Field 44-2-1: 
	Field 44-2-2: 
	Field 44-2-3: 
	Field 44-2-4: 
	Field 46: 
	Field 47: 
	Field 48: 
	Field 49: 
	Field 50: 
	Field 51: 
	Field 52: 
	Field 53: 
	Field 54: 
	Field 55: 
	Field 56: 
	Field 57: 
	Field 58: 
	Field 59: 
	Field 60: 
	Field 45: 
	Field 70: 
	Field 61: 
	Field 62: 
	Field 63: 
	Field 64: 
	Field 65: 
	刑事事件: Off
	遗嘱认证事件: Off
	破产事件: Off
	家庭法律事件: Off
	工伤赔偿: Off
	移民: Off
	人身伤害: Off
	房屋贷款修改/止赎: Off
	支付给律师的律师费: On
	贷款资金: Off
	支付给律师的费用: Off
	投资基金: Off
	结算资金: Off
	其他费用: Off
	法律服务/费用协议: Off
	收据: Off
	法庭记录表: Off
	已取消支票的正面和背面: Off
	存款单: Off
	律师准备的文件: Off
	银行对账单: Off
	律师开具的发票: Off
	与律师的通信: Off
	明细科目: Off
	信用卡结单: Off
	与资金有关的法院命令: Off
	其他: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