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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外 ODR 最新動態 

1.提升基層社會治理能力的“楓橋經驗”實證研究

（2018/9/5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最高人民法院將傳承創新“楓橋經驗”納入了2018年司法

改革工作要點，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大力弘揚“楓橋經驗”，不斷

健全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多元主體、多元參與、多元文化、多元價值、多元規則、多

元評價是“楓橋經驗”的顯著特點，發揮各類社會主體、所有社

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合作共治的科學治理體

系，切實提高治理能力，是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2.傳承“楓橋經驗” 創新司法改革（2018/9/4 來源：多

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李

少平 

當前，我國糾紛解決體系建設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

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解紛需求和多元解紛管道發展不平衡、不充

分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訴訟管道不斷擴大完善和社會解紛力

量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 

（1）在法治化方面，人民法院要積極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

機制的立法進程。 

https://mp.weixin.qq.com/s/FYSMlaewOlsp3XWDk8sIog
https://mp.weixin.qq.com/s/FYSMlaewOlsp3XWDk8sIog
https://mp.weixin.qq.com/s/MYGsCQGLjJhU72-h8sBxuA
https://mp.weixin.qq.com/s/MYGsCQGLjJhU72-h8sBxuA


（2）在智慧化方面，人民法院要牢牢掌握人工智慧時代推

進司法改革工作的主動權。 

（3）在專業化方面，人民法院要不斷夯實各項工作基礎。

在醫療糾紛、道路交通、勞動爭議、物業糾紛等領域建設專業性

調解組織，大力完善律師調解制度，加強社會心理服務，建立協

力廠商中立評估機制等，提高社會力量參與化解矛盾糾紛實效。 

 

3.寧波海事法院探索訴前調解制：矛盾不上交 調解往下

沉（2018/8/8 來源：浙江人民調解（公眾號）） 

通過實施訴前調解制度，既穩妥處理了糾紛，又緩解了法院

案多人少的壓力。同時，將以浙江 ODR 平臺為依託，力爭做到

當事人一次不用跑法院就能化解糾紛。 

 

4.金融糾紛一站式化解平臺“讓案子自己跑起來”

（2018/9/1 來源：人民法院報（公眾號）） 

8 月 22 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自主研發並升級

的 2.0 版“金融糾紛一站式化解平臺”正式上線。上城區法院率

先推行“讓案子自己跑起來”的全流程自動辦案，實現案件批量

化快速辦理。 

金融糾紛一站式化解平臺接收到銀行提交的立案申請後，

會自動通過資料檢測及比對，對起訴狀及證據材料等的完備性、

一致性、資料項目等進行全面智慧審查，對符合條件的，直接予

以立案；對不符合條件的，將不能立案的原因直接回饋給銀行，

https://mp.weixin.qq.com/s/LLYKCqqKceql9uU65XPCDg
https://mp.weixin.qq.com/s/LLYKCqqKceql9uU65XPCDg
https://mp.weixin.qq.com/s/PIkk4Z1eZMh37iFe_7aybg
https://mp.weixin.qq.com/s/PIkk4Z1eZMh37iFe_7aybg


由銀行修改或補充後重新提交申請；對經審核案件較為複雜，不

適宜通過平臺自動辦案的，自動轉人工立案。 

 

5.安徽律師調解工作取得新進展 首次適用無爭議事實確

認制度調處億元大案（2018/8/23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公眾號）） 

2018 年 6 月，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律師工作調解室在院訴

訟服務中心正式掛牌成立，該調解室的成立標誌著律師調解室覆

蓋了安徽省三級法院的訴訟服務中心。 

2018 年 8 月 9 日，在安徽高院律師調解工作室內，三方當

事人在律師調解員的主持下，就一起標的為 2.7 億元的民商事案

件的基本事實和證據等達成了一致，三方對該案件沒有爭議的部

分以書面調解筆錄形式記錄確認，這是安徽省律師調解制度實施

以來首次實現無爭議事實的確認。 

 

6.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成立特聘32名中外專家

為首批專家委員（2018/8/26 來源：人民法院報（公眾號）） 

根據《關於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

構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成立，並聘任首

批 32 名專家委員。該委員會旨在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保障與

促進國際商事法庭審判工作的順利開展，支援調解、仲裁、訴訟

等多元方式解決國際商事糾紛。 

https://mp.weixin.qq.com/s/0zrClixLDZAkI0knJSnVKw
https://mp.weixin.qq.com/s/0zrClixLDZAkI0knJSnVKw
https://mp.weixin.qq.com/s/0zrClixLDZAkI0knJSnVKw
https://mp.weixin.qq.com/s/5Y5i2WY7s0-zwbl6LWRnJA
https://mp.weixin.qq.com/s/5Y5i2WY7s0-zwbl6LWRnJA


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成立後，在當事人自願基礎上受國際

商事法庭委託調解國際商事糾紛，就人民法院審理國際商事糾

紛案件所涉專門性法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就國際商事法庭的

規則修訂及發展規劃、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關司法解釋及司法

政策提供意見和建議。 

 

7.新加坡頭條 | 聯合國首個以“新加坡”命名的國際公約

出爐！（2018/7/25 來源：南洋時訊（公眾號）） 

明年八月，聯合國將在新加坡正式簽署《新加坡調解公約》。

《新加坡調解公約》是聯合國首個以新加坡命名的國際公約，同

時也是世界第一個以調解方式解決商業糾紛的多邊條約。 

針對《新加坡調解公約》的簽署，新加坡法律專家一致表

示看好。新加坡青年領袖協會創始人王浩存認為：合同能夠得

到跨國執行，對跨國金融和跨國網商等都非常有意義，主要包

括以下兩方面。 

1、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方式多元化。為當事人提供除跨境訴

訟、國際商事仲裁外，具備可執行性的糾紛解決方式。 

2、通過調解達成和解協議更加便捷、經濟。較之於跨境訴

訟和國際商事仲裁，調解大概率將節約較多時間成本和費用。 

 

8.2018年國際調解高峰論壇在長沙成功舉辦（2018/9/14 來

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_eWuWYrguF4gJ12htPKpjw
https://mp.weixin.qq.com/s/_eWuWYrguF4gJ12htPKpjw
https://mp.weixin.qq.com/s/nVQq0kT9p8Yl-tXA-5_DOQ
https://mp.weixin.qq.com/s/nVQq0kT9p8Yl-tXA-5_DOQ


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分別與泰國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調解

中心、英國 CCI 信用管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這是中國貿促會

調解中心響應中央號召、加速對外合作、努力拓展國際影響力的

重要一步。同時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與湖南省貿促會簽署“訴調

對接”合作備忘錄，標誌著雙方將合作建立涉外商事糾紛訴訟與

調解對接長效工作機制，進一步加強涉外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服

務保障湖南省外向型經濟發展。 

本次高峰論壇以“協商性糾紛解決機制探究”為主題，並設

置了“落實‘一帶一路’倡議，預防和化解貿易和投資糾紛”、

“構建和創新多元糾紛解決方式”、“貿法會關於國際商事調解

協議的承認和執行的最新進展”、“調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發

展趨勢”、“律師在協商性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作用”等五大議題。 

 

9.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與眾信中心就共建粵港澳聯

合爭議解決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2018/8/31 來源：MHJMC

（公眾號））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於今年年初審議通過的《新加坡調

解公約》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調解方式解決商業糾紛的多邊條約，

賦予調解協議在各國法院強制執行的效力。 

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眾信中心將發揮各自優勢，

進行資源分享，在粵港澳三地共同推廣調解等矛盾糾紛多元化解

決方式，推動線上糾紛解決方式（簡稱 ODR）的跨境應用。 

https://mp.weixin.qq.com/s/E3IzhPJ-ewWBgeAGnk8XpA
https://mp.weixin.qq.com/s/E3IzhPJ-ewWBgeAGnk8XpA
https://mp.weixin.qq.com/s/E3IzhPJ-ewWBgeAGnk8XpA


 

10. 第 324 期 | 網路強國戰略下的互聯網法院建設

（2018/8/29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在杭州互聯網法院成立一周年並相繼設立北京、廣州互聯網

法院之際，深刻認識當前互聯網法院建設中的重點問題，推進互

聯網法院建設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是最為迫切的任務。 

習近平指出，“網信事業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作為資訊化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人

民群眾在資訊化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減

輕群眾訴累，要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

監督權。 

 

11.歐盟成員國法院調解轉介工作指南（2018/8/31 來源：多

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為確保《歐洲司法效率委員會調解指令》的實施效果，歐洲

司法效率委員會(CEPEJ)2018 年 6 月 27 日到 29 日在斯特拉斯

堡召開了第 30 屆全體會議，通過並發佈了促進歐盟調解發展的

一系列檔，《法院調解轉介工作指南》(Guide of Judicial Referral 

to Mediation)（類似於我國法院的委託調解）便是其中之一。 

從各成員國法院附設調解的情況來看，成功引導當事人選擇

調解的關鍵因素是法官的鼓勵。 

 

https://mp.weixin.qq.com/s/-0QfCu5Ms-avvm3qpFwhcg
https://mp.weixin.qq.com/s/-0QfCu5Ms-avvm3qpFwhcg
https://mp.weixin.qq.com/s/VkFDXezYvokK_wNB4z2umg
https://mp.weixin.qq.com/s/VkFDXezYvokK_wNB4z2umg


12.青海出新招：“2＋1＋N”調解模式讓矛盾糾紛化解

在基層（2018/9/17 來源：司法部（公眾號）） 

近年來，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委政法委強化網格化管理模式，

建立健全“2+1+N”調解網路開展矛盾糾紛調處工作。“2”是

指社區黨工委和社區司法所，“1”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N”

是指轄區法院、派出所、醫院、學校和人社、民政、勞動保障、

法律援助等各職能部門。 

目前，全區已建立 71 個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和 6 個醫療糾

紛、校園糾紛等協力廠商調解機構。  

 

13.創新機制推薦矛盾糾紛多元化解（2018/9/17 來源：中國

長安網） 

近年來,各地大力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創新,在熟

練運用人民調解、專業調解、行政調解等調解手段聯合化解矛盾

糾紛的基礎上,通過融入科技、文化、心理等要素,不斷提升矛盾

糾紛化解能力。 

以科技為支撐,眉山市打造出一個全新的矛盾糾紛網路調解

平臺,創新實現了矛盾糾紛線上輔導、線上調解、網上分流、線上

申請司法確認及電子送達、線上接訪,方便了人民群眾,提高了糾

紛解決效率。 

上海“巷鄰坊”架起了幹群“連心橋”,將眾多基層矛盾糾

紛化於無形。 

https://mp.weixin.qq.com/s/hOnld7tABmIwLeazFfwP4A
https://mp.weixin.qq.com/s/hOnld7tABmIwLeazFfwP4A
http://www.chinapeace.gov.cn/zhuanti/2017-09/17/content_1143063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huanti/2017-09/17/content_11430638.htm


山西省永濟市則通過探索市場化運作風險評估,實現了“多

元化解”調解網路全覆蓋。 

 

14.互聯網醫療三大重磅文件解讀（2018/9/21 來源：網路法

實務圈（公眾號）） 

2018 年 9 月 14 日，國家衛健委就《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

（試行）》、《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遠端醫療服

務管理規範（試行）》三個文件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三個檔，分別從遠端醫療、互聯網診療和互聯網醫院進行規

範，實質上從三個方面對互聯網+醫療健康進行了分類規範和監

管，對相關名稱的法律概念和內涵做了規制，也界定了法律主體

間的法律責任。 

 

二、相關政策和理論 

 

1.司法部印發深入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建設指導意見

（2018/9/18 來源：司法部（公眾號）） 

近日，司法部印發《關於深入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建設的

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全面建成公共法律服務平

臺及推進三大平臺融合發展作出部署。《意見》要求，司法系統

要在全面建成實體、熱線、網路三大平臺基礎上，以便民利民惠

民為目標，以融合發展為核心，以網路平臺為統領，以信息技術

https://mp.weixin.qq.com/s/nVQq0kT9p8Yl-tXA-5_DOQ
https://mp.weixin.qq.com/s/nVQq0kT9p8Yl-tXA-5_DOQ
https://mp.weixin.qq.com/s/4ykIkMR4FtLPCwdkdaGTYg
https://mp.weixin.qq.com/s/4ykIkMR4FtLPCwdkdaGTYg


為支撐，推動三大平臺服務、監管和保障的融合，形成線上線下

一體化公共法律服務平臺。 

 

2.最高法明文認可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2018/9/10 來

源：法大大（公眾號）） 

9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法”）發佈了《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

定》），這是我國首次對互聯網法院的案件審理給出了具體司法

解釋。 

 “當事人提交的電子資料，通過電子簽名、可信時間戳記、

雜湊值校驗、區塊鏈等證據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術手段或者

通過電子取證存證平臺認證，能夠證明其真實性的，互聯網法院

應當確認”。 

 

3.9 月 14 日至 15 日，首次全國司法所工作會議在四川

成都召開（2018/9/16 來源：法制日報（公眾號）） 

 9 月 14 日至 15 日，首次全國司法所工作會議在四川成

都召開。司法部部長傅政華指出“要充分發揮司法所在全面依法

治國中的基礎性作用，把司法所打造成為基層法治建設的基礎平

臺、基層公共法律服務的一線平臺和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綜合平

臺。” 

https://mp.weixin.qq.com/s/87pJLJrYr9i4pubVKJ_ijA
https://mp.weixin.qq.com/s/87pJLJrYr9i4pubVKJ_ijA
https://mp.weixin.qq.com/s/kX85ByV7E7gyJt5sQOQY0w
https://mp.weixin.qq.com/s/kX85ByV7E7gyJt5sQOQY0w


目前，全國共有司法所 40417 個，司法所工作人員 12.6 萬

人。 

 

4.大力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建設（2018/9/18 來源：司法部

（公眾號）） 

近年來，廣東省廣州市司法行政機關探索推進公共法律服務

實體平臺建設，取得顯著成效。 

荔灣區鎮街一級公共法律服務站設舊樓加裝電梯調解工作

室。南沙區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設跨境電商行業糾紛人民調解委員

會。 

 

5.關於法律 AI 的六大應用場景（2018/9/13 來源：律新

社（公眾號）） 

場景一：AI 助力三天過法考 

場景二：AI 應用於檢察非法證據排除 

場景三：AI 可以替代法官定罪量刑 

場景四：AI 出具法律意見書與訴訟文書 

場景五：AI 提供公益法律服務 

場景六：AI 應用與法治指數研究 

 

6.AI 犯罪該追究誰的責任？法治領域人工智慧詳情介紹

（2018/9/19 來源：人民法院報（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ZR0ic7bhMF3xvxUWWGZUnw
https://mp.weixin.qq.com/s/ZR0ic7bhMF3xvxUWWGZUnw
https://mp.weixin.qq.com/s/YeRuPJC03CTJKrelzXXo2g
https://mp.weixin.qq.com/s/YeRuPJC03CTJKrelzXXo2g
https://mp.weixin.qq.com/s/qCCEZ9OiP7OJoAnaAVv_Pg
https://mp.weixin.qq.com/s/qCCEZ9OiP7OJoAnaAVv_Pg


 “客體說”認為機器人僅僅是權利的客體，“代理說”將

機器人作為其“所有人”的代理人，“電子人格說”為機器人創

設一個特殊的法律地位。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要明確“刺破人工智慧面紗”的

歸責原則，同時為人工智慧強制投保責任保險，建立人工智慧儲

備基金，在一國範圍內應先制定具體的“人工智慧發展法”。 

 

7.唐偉：機器翻譯的法律問題思考（2018/8/29 來源：網路

法實務圈（公眾號）） 

機器翻譯發展的法律問題及應對： 

（1）語料庫資料的歸屬和使用； 

語料庫的本質是資料，已經公佈的《民法總則》確認了資料

在法律中的財產地位，作為一種財產，語料庫建設的過程需要注

意語料庫歸屬和使用的合法性。 

（2）語音合成中的聲音商品化權益 

學者們都一致認為有必要對聲音進行法律保護。在產品中，

如果需要使用名人的聲音，應當通過合同獲得授權；如果是合成

語音的，應當為了避免因語音合成與名人聲音相似。 

（3）個人資訊保護 

從保護使用者個人資訊的角度，在提供機器翻譯服務的過程

中應當避免收集使用者的個人資訊，因為服務內容本身不具備收

集使用者個人資訊的必要性。 

https://mp.weixin.qq.com/s/_C3tr9uAwZTc5QRYZRBlPQ
https://mp.weixin.qq.com/s/_C3tr9uAwZTc5QRYZRBlPQ


 

三、其他最新動態 

 

1.杭州互聯網法院上線全國首個司法區塊鏈（2018/9/18 

來源：平安鼎（公眾號）） 

杭州互聯網法院司法區塊鏈正式上線運行，成為全國首家應

用區塊鏈技術定紛止爭的法院。 

杭州互聯網法院司法區塊鏈可以通過時間、地點、人物、事

前、事中、事後等六個維度解決資料“生成”的認證問題，真正

實現電子資料的全流程記錄，全鏈路可信，全節點見證。 

 

2.首家金融法院落戶上海（2018/8/21 來源：人民法院報

（公眾號）） 

2018 年 3 月 2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審議通過了《關於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設立

上海金融法院的決定》，上海金融法院正式獲批成立，並受到

國內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3.讓互聯網更好地在法律框架內運行——北京互聯網法院

誕生記（2018/9/10 來源:人民法院報（公眾號）） 

群眾的司法需求不斷上升，需要將互聯網案件從普通案件中

https://mp.weixin.qq.com/s/rwvzg0rOpQW-_fuUoP8UIw
https://mp.weixin.qq.com/s/rwvzg0rOpQW-_fuUoP8UIw
https://mp.weixin.qq.com/s/y3YB7W5cQBdhuTsgwC4jIQ
https://mp.weixin.qq.com/s/y3YB7W5cQBdhuTsgwC4jIQ
https://mp.weixin.qq.com/s/Zchlum2G2ybb_TNb87cm7g
https://mp.weixin.qq.com/s/Zchlum2G2ybb_TNb87cm7g


剝離出來集中管轄，讓互聯網更好地在法律框架內運行，首先要

實現的是訴訟全程網路化，這是互聯網法院的標配。 

在北京互聯網法院特意設計的線上訴訟互動學習區，人臉識

別、訴訟機器人、電子調光玻璃、訴訟風險評估終端等科技元素

隨處可見。而所有科技元素的注入，都是為了讓“網上案件網上

審理”成為訴訟日常。 

 

4.2018 世界物聯網博覽會智慧法務發展峰會在無錫舉行

（2018/9/14 來源：法制日報（公眾號）） 

 9 月 14 日下午，由江蘇省司法廳、無錫市人民政府、法制

日報社聯合主辦，梁溪區人民政府、無錫市司法局、律兜法律服

務平臺承辦的 2018 世界物聯網博覽會智慧法務(無錫)發展峰會

在無錫舉辦 

峰會期間，江蘇省司法廳、無錫市人民政府和江南大學合作

共建的全國首個“智慧法務研究中心”進行了簽約揭牌儀式。 

 

5.“區塊鏈智慧公證平臺”讓公證更高效更便捷

（2018/9/15 來源: 法制日報（公眾號）） 

 

隨著大資料、雲計算、人工智慧,特別是物聯網、區塊鏈等高

端技術與“智慧法務”深度融合,“智慧法務”的創新發展日趨

前沿。通過資訊化向社會公眾提供個性化、定制化、智慧化的法

https://mp.weixin.qq.com/s/I3uZITFPqsFdakwZjP6LkQ
https://mp.weixin.qq.com/s/I3uZITFPqsFdakwZjP6LkQ
https://mp.weixin.qq.com/s/DWoaTiWTpk70254aIyi2fg
https://mp.weixin.qq.com/s/DWoaTiWTpk70254aIyi2fg


律服務,成為“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智慧法務”輻射延

伸的“智慧立法”“智慧執法”,有望最終形成立法、執法、司法、

普法的完整閉環。 

 

6.讓出庭證人打消顧慮，看魔都法院“隱蔽作證”系統

（2018/8/6 來源：庭前獨角獸（公眾號）） 

為進一步規範上海法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審理中鑒定

人出庭的程式，上海高院制定了《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醫療

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若干意見（試行）》,其中第

19 條規定了“遠端視頻質詢”，第 20 條規定了“音訊質詢”。 

上海法院建立了“隱蔽作證”系統用於上述場景。通過在法

院中設立單獨的隱蔽作證室，隔離當事人與證人、醫療鑒定人的

當面接觸。 

通過“隱蔽作證”系統，能最大程度減少證人、醫療鑒定人

的顧慮，有效保障他們的權益，為審判工作的高品質、高效率提

供了很好的解決方案。 

 

 

法律業務部：曹圓、徐亞蘭  審核：王麗慧  簽發：郭文利 

https://mp.weixin.qq.com/s/r9c3-GOHmx1F1_lXe2b5tA
https://mp.weixin.qq.com/s/r9c3-GOHmx1F1_lXe2b5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