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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 ODR最新動態 

1.牙買加國家商業銀行（NCB）啟用了 ODR 平臺（2018 年 11 月

22 日 來源：《牙買加觀察者》） 

牙買加位於京斯敦的國家商業銀行（NCB）表示，他們已經制定

了新的打擊信用卡欺詐行為的對策，啟用了客戶 ODR 網站。該銀行

在發佈的一份聲明中解釋說，ODR 平臺將給予信用卡持有者暫時封

鎖和解鎖丟失或被盜信用卡的權力，以防止信用卡被非法使用。該公

司表示，客戶還可以立即報告可疑交易，跟蹤他們的終端，並要求更

換卡——所有這些都不必訪問分支機搆。 

要 訪 問 ODR 網 站 ， 客 戶 可 以 從 任 何 設 備 訪 問

https://.back.jncb.com，並使用 NCB 線上銀行憑證登錄。該平臺對

用戶很友好，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任何功能。同時，該行正在採

取的其他措施包括逐步淘汰傳統的信用卡並將其替換為支援晶片的

EMV 卡和銷售點終端，實施支付卡行業資料安全標準，以及投資“世

界級的欺詐分析工具來預測和預防欺詐故意行為”。一旦交易完成，

短信警報會直接發送到客戶的手機，客戶可以通過網上銀行訪問他們

的信用卡電子結算中心。客戶還可以使用可用於 Android 和 IOS 設

備的銀行 APP 來跟蹤交易。NCB 支付服務部的高級助理總經理克勞

迪特·羅德里克斯說：“我們希望賦予客戶權力，並給予他們發揮保護

其金融活動所需的一切工具，這個平臺允許客戶及時報告問題並解決

問題，這對我們非常重要。” 

2.小額訴訟ODR在美國猶他州開始運用（2018年 9月 24日  作

者：Victoria Hudgins ） 

美國鹽湖城郊外的一個小額訴訟法院已經推出了 ODR 試點計畫，

猶他州法院發言人說，計畫把這個線上計畫擴展到全州的所有小額訴

訟法院。參與該專案的律師表示，美國小額訴訟法院的 ODR 不應該

干擾律師的實踐，而是應該為需要解決小額糾紛的人提供更好的途徑。

http://www.jamaicaobserver.com/latestnews/NCB_launches_online_dispute_resolution_portal?profile=0
http://www.jamaicaobserver.com/latestnews/NCB_launches_online_dispute_resolution_portal?profile=0
https://www.law.com/legaltechnews/2018/09/24/small-claims-online-dispute-resolution-launches-in-utah-as-lawyers-ponder-disruption/
https://www.law.com/legaltechnews/2018/09/24/small-claims-online-dispute-resolution-launches-in-utah-as-lawyers-ponder-dis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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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猶他州西穀市法院公佈了一項針對小額訴訟法院的 ODR

程式。參與者提交小額訴訟宣誓書和傳票，並將其送交西穀市法院。

申請者將收到一封包含註冊連結的電子郵件，註冊必須在提交傳票和

宣誓書後七天內完成。被告收到宣誓書後，有 14 天時間到西穀市法

院小額糾紛解決門戶網站登記，以解決此案。如果被告在 14 天內沒

有登記，法官可以直接判決。如果被告不能訪問電腦或互聯網，他們

可以不用 ODR 處理，而是在法庭上解決問題。如果雙方同意使用

ODR 來調解，訓練有素的調解員將會促進調解。 

這項計畫花了大約兩年時間才得以實現。猶他州法院發言人傑佛

瑞·法塔說，在向公眾公佈這個項目之前，他們收集了調解員、法官和

其他人的意見。他說，猶他州法院準備在秋末或初冬之前為所有猶他

州的小額訴訟法院提供 ODR 入口。 

3.澳大利亞維州民事及行政法庭(VCAT)的ODR經驗（2018 年 11

月 21 日  來源：維州民事及行政法庭新聞） 

澳大利亞維州民事及行政法庭（VCAT）的 ODR 試點項目為維多

利亞社區帶來的巨大的潛在利益。目前，VCAT 在墨爾本澤爾曼·考恩

中心主辦的國際研討會上分享了以下 ODR 經驗。 

VCAT 從 2018 年 9 月開始進行維多利亞州的首個為期一個月的

ODR 試點項目。ODR 平臺測試了線上糾紛解決機制是否能為涉及貨

物和服務糾紛的人們提高獲得公正審判的機會，此次試點項目涉及的

案件訴訟標的均低於 1 萬美元。法庭利用該技術審理了 65 起案件，

71 個當事人參加了線上聽證，21 個案件提前得到解決，這是線上糾

紛解決案件管理的結果，表明 ODR 對 VCAT 的工作人員來說是一種

快速、經濟、有效的選擇。 

該試驗由司法監管部資助，為了展示 ODR 在 VCAT 未來可能如

何發揮作用，VCAT 還製作了 ODR 視頻，介紹了對 ODR 平臺的未

來展望，展示了這項技術將如何發揮功能幫助小企業和他們的客戶。 

https://www.vcat.vic.gov.au/news/sharing-vcats-online-dispute-resolution-experience
https://www.vcat.vic.gov.au/news/sharing-vcats-online-dispute-resolution-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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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費者 ODR 平臺對消費者及保險公司的意義（2018 年 11 月

21 日 作者：Stephen Kane） 

福布斯最近宣佈 2017 年是消費者控制局勢的一年。在千禧一代

的驅動下，消費者一直在要求更多的控制，從個人電腦到 AOL（線上

資訊服務公司），從 TurboTax（報稅網站）到 LegalZoom（法律檔

創建網站），現在這種控制已經無處不在。為什麼 ODR 平臺對消費

者有重要意義，除了中立、公平之外，他們可以在家裡舒適、在當地

的咖啡店或午休時間處理業務，而目前的制度使人們很焦慮。從消費

者角度來看，線上小額索償法庭沒有發揮太大作用，它意味著大量的

繁文縟節、程式、不確定是否為與事實有關聯性的證據、超過 5-10

分鐘的時間來闡述事實等。消費者的心理很簡單，想動動手指解決爭

端，只是目前還沒有太多選擇。事實上，消費者和企業都希望解決他

們的索賠要求，只要是公平的，只要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精簡高效的糾紛解決程式對保險公司也有明顯的潛在好處——

減少法律事務開支、縮短運轉週期。運營商還可以利用 ODR 平臺來

提高用戶體驗、增強信任、減輕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對其負面評價。理

賠員也會受益，缺乏談判和調解技能的初級理算員可以通過 ODR 平

臺來增加真實的培訓經驗，經驗豐富的理賠員可以利用 ODR 為索賠

人提供更多陷入僵局時的選擇——介於直接談判和訴訟之間，從而更

好地解決糾紛。總而言之，儘管 ODR 是遠端的，它能幫助保險公司

建立、維持更好的消費者關係。如視頻調解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推動索

賠過程，避免對任何一方造成過大的負擔。此外，這也是一個向索賠

人展示保險人的確願意考慮其脆弱性的機會，由於保險行業的人性因

素在逐漸消失，ODR 為試圖恢復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提供了機會。 

5.退歐後英國政府推動消費者 ODR 權利變化（2018 年 11 月 26

日 作者：Victoria Hobbs、Louise Lanzkron 、Theo Rees-Bidder） 

2018 年 10 月 28 日，英國商業、能源和工業戰略部(BEIS)公佈

https://www.propertycasualty360.com/2018/11/21/using-online-dispute-resolution-for-consumer-claim/?slreturn=20181027202714
https://www.propertycasualty360.com/2018/11/21/using-online-dispute-resolution-for-consumer-claim/?slreturn=20181027202714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4bdb3431-55d5-46ff-b58d-e1a7943689e7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4bdb3431-55d5-46ff-b58d-e1a7943689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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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018 年消費者保護退歐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確保在英國

脫離歐盟後，歐盟的消費者保護立法仍然能有效適用，條例中的變化

將影響英國和歐盟貿易商和消費者如何處理和管理消費者糾紛。 

條例草案改變了對替代性爭端解決（ADR）程式的運用，總部設

在英國的 ADR 組織不再向居住在歐盟其他成員國的消費者提供跨境

ADR 服務。此外，英國目前向歐盟委員會發送了一份向消費者提供

ADR 程式的實體綜合清單，原本必須由歐盟委員會公佈的 ADR 組織

清單將由英國國務卿公開。歐盟的 ODR 是 ADR 程式的一部分，它

使歐盟內的消費者能夠對在歐盟的網上交易提出投訴。為了鼓勵使用

該平臺，ODR 要求線上交易者在各自的網站上提供該平臺的連結，

但並不要求他們直接處理 ODR 平臺上消費者提交的投訴。 

該條例草案撤銷了歐盟的 ODR 條例，在英國的線上交易商不再

有義務向消費者提供關於歐盟 ODR 平臺的資訊，這減少了英國消費

者從歐盟購買產品時享有的權利，也減少了歐盟消費者從英國購買產

品時享有的權利。鑒於研究表明 ADR/ODR 有能力驅動客戶滿意度，

這些變化將為英國線上交易商提供挑戰，他們在退歐後要努力吸引歐

盟消費者，反之，歐盟商家亦然。 

 

二、國內 ODR最新動態 

（一）各地發展傳承楓橋經驗舉措與成效 

1.大指揮！大調度！大研判！河北邢臺市綜治大資料中心社會治

理效能凸顯（2018-11-11 來源：平安邢襄） 

河北邢臺市堅持從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角度出發，圍繞“保持全

省先進、爭創全國一流”目標，強力推進綜治中心規範化建設；樹立

“互聯網+”和大資料理念，布建三大資源整合平臺，彙集彙聚全市

資料資訊，全面提升綜治中心智慧化水準；發揮雲計算、智慧預警、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11/content_11493104.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11/content_11493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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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分析等現代科技效能，進一步強化三大平臺和七大子系統的深度

融合，積極推進治安防控、信訪穩定、環境保護、精准扶貧等社會治

理各行業、各領域的實戰應用工作。 

2.智慧網助力社會治理精細化（2018-11-21 來源：重慶長安網） 

重慶市合川區網格化服務管理智慧資訊中心中心自2014年成立

後，搭建了“社會資訊資源分享交換、網格化服務管理、公共安全視

頻監控、矛盾糾紛調解、平安建設民意調查”五大平臺，打通了 30

多個部門的資訊平臺，有效整合了全區社會資訊資來源資料，提升了

社會治理能力。 

3.楓橋經驗在湖南長沙：“安全零事故、治安零發案、居民零上訪”

不遙遠（2018-11-12 來源：中國長安網） 

長沙醫療糾紛調解指導中心設立有九個調解委員會、四個調解室、

七個部門，還設立了醫學和法學專家庫，全面保障調解工作。醫調中

心不僅承擔著各區縣的醫療糾紛調解工作，還負責進行下屬調解中心、

市縣醫院醫務人員的指導和培訓工作。 

瀏陽河社區推進矛盾糾紛調解網格化建設，將管轄區域劃分為 7

個網格，按“1+5+X”的模式精准配置網格服務人員，即：1 個網格，

5 種基本力量（網格長、網格員、黨支部書記、綜治員、城管員）和

X 種社會力量（社會組織、企業、“五老”、志願者等多方力量），

形成一支規模達 120 人的網格服務隊伍。 

4.安徽蚌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標準化建設破繭成蝶（2018-11-1 

來源：法制日報） 

 蚌埠於 2017 年 5 月被確定全國首個國家級“社會治安綜合治

理標準化”試點市。現在村裡家家戶戶都安裝“一鍵報警+求助伺

服器”的報警裝置。當發生緊急情況時，按一鍵報警+求助按鈕，

報警資訊第一時間發送給駐村民警和村兩委幹部，還會發送給其不

在身邊的親屬，並固定報警求助地址，駐村民警和村兩委幹部會第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21/content_11494525.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8-11/12/content_11493195.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8-11/12/content_11493195.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01/content_1149164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01/content_114916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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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上門服務，使警情第一時間處理。 

2016 年 3 月以來，蚌埠市強力推進政務資料資源交換共用，實

現“一部門採集、多部門共用”。高標準建成全市雲資料中心，已完

成 62 家市直單位政務資訊資源整合共用，對接資料 1224 類，總數

據量 31 億條。 

5.八成矛盾化解在基層 看舞鋼如何演繹“楓橋經驗”別樣風采

（2018-11-27 來源：河南日報） 

目前，舞鋼在全市縱向建立市、鄉、村三級群眾訴求糾紛調解中

心，千餘名專兼職人民調解員常年活躍在基層，形成“主動排查、統

一受理、分類引導、分析研判、調處化解、資訊歸檔”的矛盾糾紛調

處化解機制，按照矛盾糾紛“村級日排查、鄉級周碰頭、縣級月研判”

制度，將群眾訴求糾紛調解工作引入“制度化、規範法、資訊化”快

車道。資料顯示，舞鋼排查化解各類訴求糾紛案件從 2015 年 4120

起到今年前十個月 1672 起，呈穩步遞減態勢。 

針對矛盾糾紛類型集中的領域,舞鋼還相繼建成道路交通事故糾

紛、醫療事故糾紛等 8 個專業性調解委員會。 

市政府按時足額撥付用於基層人民調解員培訓、案件補貼的專項

經費,並投資建成覆蓋全市基層司法所的數位化辦公系統和網路化視

頻監控語音系統,實現三級調解中心網上管理、網上查閱、網上共用。 

6.足不出戶就有“人民調解”排憂解紛，廣州首推“智慧調解”

微信平臺（2018-11-14 來源：法制日報綜合新聞） 

“智慧調解”利用“互聯網+人工智慧”技術嵌入人民調解

業務工作流程,是全國首個實現移動化、視覺化融合的掌上糾紛化

解平臺。在業務諮詢、辦理環節上,使用人工智慧引擎,提供基於自

然語言對話的語音錄入功能,突破傳統輸入法模式；線上上調解方

面 ,通過小程式多方音視頻技術 ,為有需要的市民群眾提供線上視

頻調解服務。此外,“智慧調解”實現人民調解工作線上線下無縫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27/content_11495442.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27/content_11495442.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1114/Articel03008GN.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1114/Articel03008G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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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可線上全程監督管控調解過程 ,統計分析平臺業務資料 ,通過

強化矛盾糾紛化解智慧輔助 ,可對相關重大矛盾糾紛進行預警分

析。 

7.走進說事點矛盾迎刃解，吉林創建“百姓說事點”收集民情

化解糾紛（2018-11-12 來源：法制日報） 

吉林省重點推動了四個方面創新。在頂層設計創新上 ,制定

《吉林省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代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在工作

機制創新上,由各級政法委牽頭,推動建立“5+X”調解工作模式 ,

“5”是指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信訪 5 個部門,“X”是

指因具體案例各異所需協調的其他部門,落實矛盾糾紛收集、報送、

評估、轉辦、化解責任,實現各環節緊密銜接、各單位通力協作,整

體聯動。在職能任務創新上,推動“百姓說事點”實現由重點收集

掌握矛盾到疏通化解矛盾的職能轉變。在資源整合創新上 ,充分發

揮法學會、司法行政等職能優勢,整合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

等資源,積極參與到“百姓說事點”工作中來。 

8.江蘇揚州精細化打造“古城網格化社會治理”版本（2018-11-

13 來源：中國長安網） 

該市要求各級各部門從全域角度出發，充分認識到資料整合所產

生的政治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打通資料共用管道，推進政法、

人社、公安大資料中心以及 “12345”熱線、數位化城管等系統有

機整合。網格員使用一個終端、一套系統採集資訊，平臺就展開核實

立案、指揮派遣、處理回饋、核查結案的全鏈條流程，做到一次採集

上報、一次處理到位。同時參照省裡考核要求，按照“五可”原則，

市里將網格化納入高品質發展指標體系，將創新農村基層社會治理與

服務試點工作個性化地納入試點地區的考核體系，充分發揮好考核

“指揮棒”作用，也促進網格長團結網格裡的資源，共同做好基層治

理各項工作，保證各項任務不折不扣落細落地、抓實抓到位。 

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18-11/12/jcgz_42404.html
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18-11/12/jcgz_42404.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13/content_11493355.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13/content_114933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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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省試點堅持發展楓橋經驗 3 個月調解糾紛 89 萬件（2018-

11-8 來源：法制日報）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重要指

示精神，司法部於 2018 年 5 月底至 8 月底，部署在 9 省份開展堅持

發展“楓橋經驗”實現矛盾不上交試點工作。 

短短 3 個月，北京、黑龍江、寧夏等 9 省份人民調解組織共開展

矛盾糾紛排查 54.4 萬次，其中排查發現信訪苗頭隱患 4.5 萬件；調

解各類矛盾糾紛 90 萬件，調解成功 89 萬件，其中調解信訪矛盾糾

紛 4.4 萬件，調解成功 3.5 萬件。 

10.在全球 ADR 舞臺上昭示中國能量｜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

入選 JAMS 調解員授聘儀式（2018-10-29 來源：律新社） 

國際商事糾紛調解不只是解決糾紛，而是將矛盾“危機”轉化成

共贏“契機”，用商業工具解決商業問題，產生商業價值。讓爭議雙

方轉變為並肩合作的夥伴是商事糾紛調解的獨特作用。作為國內最具

標誌、最有影響力的 ADR 機構，SCMC 積極與國際接軌，旨在成為

具有世界 ADR 話語權的專業機構。此次 SCMC 調解員成功入選國際

頂級調解機構 JAMS，標誌著雙方合作關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二）各地利用智能化手段創新舉措 

1.“無人警局”“下沉”到地鐵（2018-11-21 來源：人民公安報） 

南京地鐵站進行自助辦理業務的“網證”機、交通違法罰繳機、

智慧證照機、出入境簽注一體機等新設備組成了“無人警局”新模式，

辦理業務方便快捷。南京市江北新區為此舉行了智慧警務綜合審批服

務中心啟用儀式。“無人警局”的盡頭，與 2500 平方米的江北新區

智慧警務綜合審批服務中心無縫對接。 

 “智慧警務 Mall”將“無人警局”模式和實體一站式審批服

務中心組合成了南京智慧警務的“旗艦店”，全面升級“放管服”改

革，打造出了全新的“寬進、快辦、嚴管、便民、公開”審批服務模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8-11/08/content_11492626.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8-11/08/content_11492626.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QxMTkyMg==&mid=2650669906&idx=1&sn=98ad1bcbeaf632e55ab9885e920177df&chksm=82c07fafb5b7f6b90f1365fb5fec12eb2e38bfa341b4acd8ea7b3246d9cd1179ac75ea306d31&mpshare=1&scene=1&srcid=10293KHoDuv1yVlhBtGaIWV4#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QxMTkyMg==&mid=2650669906&idx=1&sn=98ad1bcbeaf632e55ab9885e920177df&chksm=82c07fafb5b7f6b90f1365fb5fec12eb2e38bfa341b4acd8ea7b3246d9cd1179ac75ea306d31&mpshare=1&scene=1&srcid=10293KHoDuv1yVlhBtGaIWV4#rd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21/content_11494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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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遼寧旅順推出交通事故調解新手段 現場司法鑒定讓傷者少些

奔波快速獲賠（2018-11-06 來源：遼寧日報） 

大連市旅順口區人民法院聯合旅順交警大隊、旅順司法局共同設

立的大連市旅順口區交通事故聯合調解工作室。以往，傳統的涉道路

交通事故糾紛案件處理方式是“一條線”。當事人要在公安交警部門、

人民法院、司法鑒定機構、保險公司等部門間多次往返，且案件進入

訴訟審判程式後存在溝通調解難、賠付實現慢等問題。工作室實現了

多方聯動、一體化案件處理模式，能夠快速有效地化解交通事故糾紛。 

3.雲南昆明：運行刑罰變更執行智慧輔助辦案系統（2018-11-24

來源：檢察日報） 

昆明是第一批開展檢察機關對監獄實行巡迴檢察試點單位之一，

為提高巡迴檢察監督品質，昆明市檢察院以雲南省政法跨部門大資料

業務辦案平臺建設為契機，主動加強與省監獄管理局、市司法局的溝

通協調，推動與監獄監控視頻資訊、服刑人員管理資訊的互聯互通，

並與昆明市司法局的社區矯正監管資訊平臺對接，打通刑罰交付執行、

刑罰變更執行以及監管改造活動監督的“資訊公路”，實現資訊共用、

資源互通、資料融合。 

（三）法院審案新探索 

1.杭州互聯網法院：互聯網司法治理的“中國方案”（2018-

11-26 來源：人民法院報） 

今年 4 月 2 日，杭州互聯網法院宣佈全球首個非同步審理模

式正式啟動。不同時、不同地、不同步，非同步審理模式打破了時

空的限制。當事人根據自身需求提出申請後，法官與原告、被告等

訴訟參與人在規定期限內按照各自選擇的時間登錄網上訴訟平臺，

以非同步方式完成訴訟的審理。 

2.第 341 期｜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實施要素式調解（2018-11-

file:///C:/Users/xyl/Desktop/辽宁旅顺推出交通事故调解新手段%20现场司法鉴定让伤者少些奔波快速获赔
file:///C:/Users/xyl/Desktop/辽宁旅顺推出交通事故调解新手段%20现场司法鉴定让伤者少些奔波快速获赔
http://www.spp.gov.cn/spp/dfjcdt/201811/t20181124_400201.shtml
http://www.spp.gov.cn/spp/dfjcdt/201811/t20181124_400201.shtml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11/26/content_146154.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11/26/content_146154.htm?div=-1
https://mp.weixin.qq.com/s/X-6rXIHIjRUcdJs75D-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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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要素式調解是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

革過程中的創新舉措。在要素式調解過程中，可以通過提煉總結這些

糾紛基本要素，達到固定關鍵事實、明晰爭議焦點的目的，從而快速、

準確、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 

3.楓橋經驗在北京：多元調解+速裁層層分流矛盾糾紛（2018-8-

23 來源：法制日報） 

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法院受理的一審民事案件累計 27.3 萬

件,同比上升 15.4%,但其中 45%都借助“多元調解+速裁”成功

結案,且處理週期平均只有 38.5 天,比普通一審民事案件縮短 92.5

天。 

（1）人民調解與法院緊密對接。通州法院“多元調解+速裁”

工作模式，人民調解員既負責在訴前調解案件 ,也負責在法官指導

下調解進入速裁庭的案件。（2）創新專業性訴調對接模式，發揮行

業性調解組織作用，同時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北京多元調解發

展促進會是全國首家省級行業性專業性調解行業協會 ,目前有會

員單位 66 家,已經承接了北京法院分流匯出的互聯網、醫療、證

券等專業領域糾紛的調解工作。（3）資訊化為糾紛處理提速。在

立案大廳使用訴訟風險評估系統；引入“北京法院分調裁一體化平

臺” 等。 

4.9 大舉措 49 條措施 北京一中院強化司法保障優化營商環

境（2018-11-17 來源：首都政法綜治網） 

11 月 16 日北京一中院向社會公開發佈了《發揮審判職能強

化司法保障優化首都營商環境的具體實施意見》，內容涵蓋 9 個

方面 49 條具體措施，受到廣泛關注。 

北京一中院院長吳在存表示，北京一中院集中管轄全市中院

層面破產案件和全市法院 70%以上涉部委行政一審案件，轄區內

https://mp.weixin.qq.com/s/X-6rXIHIjRUcdJs75D-ndA
https://mp.weixin.qq.com/s/RmNF73-XCAto9VxfpaPbhA
https://mp.weixin.qq.com/s/RmNF73-XCAto9VxfpaPbhA
http://www.bj148.org/zzgjj/zzdt/201811/t20181117_1459466.html
http://www.bj148.org/zzgjj/zzdt/201811/t20181117_1459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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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高新技術企業、特大型國有企業集中，具備服務保障優

化首都營商環境的獨特優勢。北京一中院未來將創新構建“立保

調對接、立審執銜接”工作機制，積極搭建多元糾紛化解平臺，主

動服務保障優化首都營商環境。 

5.第 348 期｜獨立建制 多向互動 七步法則 構建矛盾糾紛綜

合調處的“榮昌模式”（2018-11-11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

制（公眾號）） 

重慶市榮昌區人民法院因地制宜提出了“黨政+司法+群眾

+智慧”的社會治理創新思路，構建了以“獨立建制、多向互動、

七步法則”為特色的社會矛盾多元化解機制。 

自 2013 年榮昌綜合調處機制運行以來，成功化解矛盾糾紛

14932 件，涉案標的達 4.2 億元，當場兌現 1.3 億元，為群眾節

約訴訟費 1000 余萬元；指導人民調解 51043 件，理性引導訴訟

5519 件，平均結案時間為 5.6 天，呈現出榮昌區信訪總量連續 8

年下降，連續 102 個月無進京非訪和到市重複集訪的和諧穩定態

勢。 

6.第 345 期｜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依託社區法官打造前哨式

解紛模式（2018-11-11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從 2004 年開始探索將法官委派到街

鎮村開展糾紛化解工作，2013 年正式掛牌成立社區法官工作室，

經過將近 15 年的探索完善，創新性地發展“前哨式”糾紛解決模

式，形成了“五個特點、五個作用”的“五五模式”，推動實現了

“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街鎮，矛盾不上交”，取得良好效果。 

7.這 15 家法院攻堅執行難做法被最高法院列為改革案例（2018-

10-29 來源：法影斑斕（公眾號））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印發《人民法院司法改革

案例選編（四）》。該選編彙集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等 15 家中級

https://mp.weixin.qq.com/s/ma724zONGNtKlKJ1pqf43A
https://mp.weixin.qq.com/s/ma724zONGNtKlKJ1pqf43A
https://mp.weixin.qq.com/s/ma724zONGNtKlKJ1pqf43A
https://mp.weixin.qq.com/s/eEOIYi96puEZs-S8DikdJQ
https://mp.weixin.qq.com/s/eEOIYi96puEZs-S8DikdJQ
https://mp.weixin.qq.com/s/h-LuG1aXvBIV1SVnfcU3qA
https://mp.weixin.qq.com/s/h-LuG1aXvBIV1SVnfcU3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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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層法院在“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中的改革創新和經驗做法，為

全國法院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提供了示範參照的樣本。 

此次入選的案例聚焦執行體制機制改革，包括科學組建執行團隊，

推行集約化、規範化、長效化的執行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的做法；開

展精准執行查控，探索統一執行新模式，破解執行送達難題，完善“執

轉破”機制等方面的創新舉措；以及依託資訊科技強化執行手段，建

立多方聯動協同執行機制，探索執行保險救助機制等方面的實踐探索。 

8.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提升 32 位，司法指標持續全球領先

（2018-11-1 來源：法影斑斕（公眾號）） 

營商環境報告中，涉及司法制度和訴訟程式的主要集中在“執行

合同”領域，包括司法效率、司法成本、審判組織、司法程式、資訊

化程度、司法改革舉措等指標，所以一般又被稱為“法院競爭力指

標”。 

根據《報告》，司法領域的“執行合同”指標排名在全球第 6 位。

得分 78.97 分，較去年增加 0.74 分，“辦理破產”領域得分 55.82

分，與去年得分持平。 

此外，在解決商業糾紛方面，平均耗時 496.3 天，我國解決糾紛

成本占索賠額的 16%，位列世界最佳經濟體之一，好於經合組織高

收入經濟體平均水準，列全球第 6 位。 

（四）其他公司相關領域最新動態 

1.法信公證雲公司扎實推進“中國委託公證業務綜合管理資訊化

平臺”建設工作（2018-11-23 來源：公證雲） 

2018 年 10 月 22 日-26 日，法信公證雲（廈門）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陳豔及四位軟體工程師赴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就

“中國委託公證業務綜合管理資訊化平臺”進行軟體演示，向各平臺

使用者代表示範民事及商事辦證系統、協會收費帳目處理系統等，並

現場徵詢意見，優化系統設計。 

https://mp.weixin.qq.com/s/5wAA4S8wy7Z4OxRDVUXzWw
https://mp.weixin.qq.com/s/5wAA4S8wy7Z4OxRDVUXzW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A0NTA4NQ==&mid=2650936800&idx=1&sn=f338e17d73a318ed5f53aa09c24d3d1d&chksm=8bc9d352bcbe5a44d21004b5baddb69f2468f2d180e3eb95eeda50b0210b9c4cc8a6fa3e6fe6&mpshare=1&scene=2&srcid=1123onyOC1GEfKIUlW3wLeqL&from=timeline&key=7e6c9c29d3ccc11ef9aa08c1b0a286ebd6e0b9d9ca34483038ace8c3685c8b101d68a4da4a3d950a0fc6134191b9ef9123393dccc601628dfc7f852c70e508379a33c0556d6ec9fdffd1504ff2eecb98&ascene=14&uin=MjY3MDgzNTAzNQ%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438&lang=zh_CN&pass_ticket=VaQwNSEjM1dA7YI4NrJWlRm35i%2BknSWu1Ra4cvujve0GbouVE3jTu6cYKUK%2FVi4Q&winzoom=1.12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A0NTA4NQ==&mid=2650936800&idx=1&sn=f338e17d73a318ed5f53aa09c24d3d1d&chksm=8bc9d352bcbe5a44d21004b5baddb69f2468f2d180e3eb95eeda50b0210b9c4cc8a6fa3e6fe6&mpshare=1&scene=2&srcid=1123onyOC1GEfKIUlW3wLeqL&from=timeline&key=7e6c9c29d3ccc11ef9aa08c1b0a286ebd6e0b9d9ca34483038ace8c3685c8b101d68a4da4a3d950a0fc6134191b9ef9123393dccc601628dfc7f852c70e508379a33c0556d6ec9fdffd1504ff2eecb98&ascene=14&uin=MjY3MDgzNTAzNQ%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438&lang=zh_CN&pass_ticket=VaQwNSEjM1dA7YI4NrJWlRm35i%2BknSWu1Ra4cvujve0GbouVE3jTu6cYKUK%2FVi4Q&winzoom=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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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次香港之行，陳豔總經理一行還完成了在港資料中心內

的伺服器佈置工作，並與網路和資料中心服務供應商中國電信國際有

限公司的專案經理召開工作會議。 

2.「九次方大資料」認為政府資料將成為財政增長主力

（2018/11/5 來源：36kr） 

各級政府積累了大量與公眾生產生活相關的資料，資料量占全社

會資訊資源的 80%。除數量龐大以外，政府資料還具有地域廣、種

類多、關聯性強、統計規格統一等特點。 

九次方佈局了“打井（資料採擷）”“鋪管道（轄區內各部門資

料聯通）”“建水庫（成立城市資料交易中心）”“生產自來水（區

分界定、脫敏脫密、建模演算法，提取資料價值）”“生產可樂（應

用場景變現）”的完整鏈條，將政府資料積累轉化為產能。 

九次方大資料借助資本平臺及全國範圍內的廣泛佈局，孵化、投

資、並購了四十多家垂直領域內的大資料應用公司，並為這些公司提

供資料來源支持，以生態聯盟的形式建立政府資料服務產業鏈。 

3.招商銀行首個基於區塊鏈的產業互聯網項目成功上線（2018-

11-27 來源：齊魯網） 

近日，招商銀行首個基於區塊鏈的產業互聯網協作平臺于近日成

功上線，這也標誌著招商銀行應用區塊鏈技術探索破題產業互聯網邁

出堅實一步, 通過與中建電商強強聯手，共建產業互聯網新生態 

平臺首期聚焦產業供應鏈融資場景，為中建集團直屬局公司、子

公司以及供應商間的供銷帳款提供付款代理融資支援。平臺上線次日

即完成 357 筆供銷資料存證交易，以及 2.05 億元的付款代理融資申

請交易。 

4.亞馬遜雲服務上線區塊鏈新產品 支援乙太坊等兩平臺（2018-

11-29 來源：騰訊科技） 

據外媒報導，亞馬遜週三表示將推出兩項新服務，其中包括一項

https://36kr.com/p/5160402.html
https://36kr.com/p/5160402.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27568738722907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275687387229079&wfr=spider&for=pc
http://tech.qq.com/a/20181129/002723.htm
http://tech.qq.com/a/20181129/002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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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區塊鏈產品，這項服務能夠讓亞馬遜網路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客戶只需點擊記下即可設置“一個可擴展的區塊鏈網路”，

該網路“能夠自動擴展，從而滿足數千個運應用程式運行數百萬交易

的需求”。 

 

三、最新政策類動態 

（一）相關領導講話 

1.郭聲琨：充分發揮政法機關職能作用 為民營企業健康發展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和服務（2018-11-14 來源：司法部政府網） 

郭聲琨強調，要堅持主動服務，不斷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

審批服務體系、法律服務體系、安全服務體系，努力為民營企業發展

提供更多便利。要堅持平等保護，對各類產權主體一視同仁，依法妥

善處理涉及民營企業的民商事、行政案件，依法打擊侵犯民營企業合

法權益的違法犯罪活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及經營者合法權益。要堅

持規範執法，嚴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堅決防止刑事執法介入經濟糾

紛。要依法妥善處理民營企業因經營不規範引發的問題，繼續甄別糾

正冤錯案件，讓民營企業家專心創業、放心投資、安心經營。 

2.陳一新在浙江調研時強調 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要發揮

“五治”作用（2018-11-8 來源：法制網） 

發揮政治的統領作用；發揮自治的基礎作用；發揮法治的保障作

用；發揮德治的先導作用； 

發揮智治的支撐作用,強化互聯網思維,善於運用智慧化手段推動

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加快打造基層社會治理的智慧化平臺,整合構建全

流程一體化線上服務平臺和便民服務體系,使互聯網這個“最大變數”

變為促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大增量”。 

3.劉志強：全力推進法治建設服務“一帶一路”（2018-11-23 來

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18-11/14/zfyw_42593.html
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18-11/14/zfyw_42593.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8-11/08/content_7686604.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8-11/08/content_7686604.htm
http://www.moj.gov.cn/organization/content/2018-11/23/sjxw_43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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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司法部政府網） 

劉志強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意義重大，法治建設是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在過去

幾年“一帶一路”繪就“大寫意”總體佈局的基礎上，聚焦重點，精

雕細琢，繪製好精謹細膩的“工筆劃”。浙江的改革開放為“一帶一

路”建設貢獻了生動經驗，希望浙江在法治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方面也能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 

（二）最新相關政策規定等 

1.司法部印發《關於推進個人調解工作室建設的指導意見》（2018-

11-26 來源：法制日報） 

個人調解工作室是以人民調解員姓名或特有名稱命名設立的調

解組織。推進個人調解工作室建設，對於增強人民調解員的積極性、

主動性，擴大人民調解工作的權威性、影響力，提升人民調解工作品

質水準具有重要意義。 

2.第 342 期｜最高人民法院完善委派調解機制改革座談會在北京

召開（2018-11-3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做好完善委派調解機制，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抓實抓出成效。二

要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完善制度機制。三要不斷加強實踐探索，積累

有益經驗。四要不斷完善配套措施，提升糾紛解決體系的精細化水準。 

寇昉表示，本次會議對總結積累調解前置程式改革經驗、深化多

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北京法院深入推動多元

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構建立案階段“多元調解+速裁”緊密型訴調

對接工作機制，對委派調解工作進行了積極探索。 

3.江蘇出臺勞動爭議調解員管理辦法，加強調解員隊伍專業化規

範化建設（2018-11-05 來源：法制日報仲裁） 

近日,江蘇省人社廳出臺《江蘇省勞動人事爭議調解員管理辦法》。

《辦法》對調解員的聘任、培訓、調解員證管理、職業要求和考核獎

http://www.moj.gov.cn/organization/content/2018-11/23/sjxw_4314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A3OTEyNg==&mid=2649912705&idx=2&sn=aee3d581130154e42c3b52a185bead6d&chksm=88a08fb8bfd706ae334febb8c50b5699b73b483e15d0c546f64f46b2b0b87bfc651f9c984bc3&mpshare=1&scene=2&srcid=1126d5WOcxPuOWAm1aXkDs2o&from=timeline#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A3OTEyNg==&mid=2649912705&idx=2&sn=aee3d581130154e42c3b52a185bead6d&chksm=88a08fb8bfd706ae334febb8c50b5699b73b483e15d0c546f64f46b2b0b87bfc651f9c984bc3&mpshare=1&scene=2&srcid=1126d5WOcxPuOWAm1aXkDs2o&from=timeline#rd
https://mp.weixin.qq.com/s/3UQb4QyrzgYjokIIViS_dg
https://mp.weixin.qq.com/s/3UQb4QyrzgYjokIIViS_dg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1105/Articel06004GN.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1105/Articel06004G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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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等作出了具體規定,為進一步加強調解員隊伍專業化、規範化建設

提供了依據。 

4.南京出臺首個城市治理地方性法規城市治理委員會吸納各界人

士（2018-11-14 來源：法制日報） 

5 年來,南京已先後制定或修改了物業管理、房屋使用安全、

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等 5 部地方性法規,以及市容市貌、生活垃圾分

類、市政設施移交、停車管理等 10 多部政府規章,實現了城市治

理決策、執行和監督的適度分離,構建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城

市執法機制。 

在已有集中執法、聯合執法基礎上 ,南京還創設了首查責任、

行政協助、資訊共用、共同管轄、指定管轄等系列工作機制 ,在全

國地方立法中首次提出“柔性管理、最小損害”的執法創新舉措

並加以落實 ,為城市治理體制機制改革和執法創新提供了嶄新思

路和成功示範。 

5.湖南省司法廳：將法律服務送到老百姓掌心上指尖上心坎上

（2018-11-6 來源：紅網） 

湖南出臺了《關於加快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

系建設的意見》，用制度機制加快實現城鄉居民公共法律服務體

系建設全覆蓋；重點打造湖南人的法律服務“淘寶網”——

12348 湖南法網·如法網。該網改版升級後，覆蓋全部法律服務業

務，形成互聯網+律師、法律援助、公證、司法鑒定等 13 類服務。

同時，大力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實體平臺建設，全省已建成公共法

律服務中心 138 個、工作站 1904 個、工作點 26969 個，建成率

分別達 99%、98.8%、94.9%，省、市、縣、鄉、村五級實體平臺

不斷完善。 

全省實體、網路、熱線三大平臺累計接待群眾 21 萬人次，完

成網上學法考法 260 多萬人次，運用 O2O 模式辦案 19 萬件，形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14/content_11493534.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14/content_11493534.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06/content_11492409.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06/content_11492409.htm


17 
 

成“人氣旺、大家淘”的局面，切實滿足人民群眾的法律服務需

求。 

 

四、理論研究 

（一）相關研究機構 

1.杭州互聯網法院揭牌成立互聯網法治研究院（杭州）（2018-10-

30 來源：網路法實務圈（公眾號）） 

作為研究互聯網法律領域前沿問題的高端智庫平臺，研究院旨在

對互聯網司法和法律領域的前沿問題開展比較研究、綜合研究和應用

研究，為相關法律和政策制定提供決策參考，搭建學術研討和國際交

流平臺，促進互聯網全領域、各行業的整體思考、共識凝聚、長遠規

劃和協同行動，為互聯網治理貢獻智慧。 

2.中國政法大學“一帶一路”法律研究中心落戶天府新區（2018-

11-5 來源：四川日報） 

11 月 4 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建設天府國際法治論壇在天府

新區成都直管區國際基金小鎮舉行，來自政府部門、國內外高校、律

師行業、相關企業等的共 300 余名嘉賓出席論壇。論壇現場舉行了

簽約儀式，中國政法大學“一帶一路”法律研究中心落戶天府新區成

都直管區。 

中國政法大學“一帶一路”法律研究中心旨在搭建平臺，集政府

機構、高校人才、行業機構等多方所長，共同推進相關法律問題的研

究，努力構建和完善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精神的法律研究與服務體

系，助力四川法律服務產業做大做強做優。 

（二）相關學術文章 

1.新時代“楓橋經驗”與基層善治體系創新（2018-10-18 來源：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https://mp.weixin.qq.com/s/a8o1P9-bBKUZ2BjQuR41Uw
https://mp.weixin.qq.com/s/a8o1P9-bBKUZ2BjQuR41Uw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05/content_1149216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05/content_11492168.htm
https://mp.weixin.qq.com/s/gZSd6-rofn1--44MxUrr1g
https://mp.weixin.qq.com/s/gZSd6-rofn1--44MxUrr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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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楓橋經驗”中的新鄉賢參與治理，是對中國古代善治文

化以及鄉賢治理經驗的繼承與革新，是結合時代精神、體現善治追求

的重大超越。新鄉賢參與治理，以基層善治為目標，以鄉賢參事會、

鄉賢協會、鄉賢幫忙團、鄉賢調解團等新鄉賢組織為平臺，以自治、

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為途徑，以自治凸顯人民主體地位，以法治

外化於行，以德治內化於心，極大地豐富了基層民主自治實踐；既弘

揚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構鄉村文化，塑造

文明鄉風，又提高了新鄉賢自身及群眾的法治思維與法律素養，推動

了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進程，還建立起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基層自治

組織為基礎，多元治理主體充分協同發揮作用，共謀、共建、共治、

共用的善治新格局。所以，新時代“楓橋經驗”中的新鄉賢參與治理，

實現了經驗的特殊性與普適性、文化的繼承性與創新性的統一，是基

層善治與社會治理創新的典範。 

2.善用互聯網思維謀發展（2018-11-13 來源：中國紀檢檢察報） 

在政府服務方面，以“互聯網＋政府服務”提升政府效能值得期

待。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黨員

幹部要樹立開放、協作、共用、共治的服務思維，重視社會公眾的參

與和體驗，吸引更多的企業和市民參與到公共服務的供給中；重視上

下聯動，促進各層級、各部門的銜接配合和業務聯動，構建跨部門、

跨層級一體化的服務機制。要善用互聯網手段，打造大資料政務服務

平臺。建設基於大資料技術的公共服務綜合資訊平臺和資料共用平臺，

以政務資料資源為抓手，以大資料服務平臺為技術支撐，構建政務資

料共用交換的資料標準，做到審批標準化、服務標準化、監管標準化。

要建立完善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政務服務模式，使網上辦事與網下辦事

有機結合，為社會公眾提供個性化和智慧化的政務服務。總之，“互

聯網+政府服務”重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使政務處

理更高效、更集約和更透明，同時，滿足新時代背景下政府發展的需

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18-11/12/438_42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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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趨勢。 

3.葛翔：司法實踐中人工智慧運用的現實與前瞻（2018-11-25 來

源：中國法學網） 

人工智慧已經在司法審判中開始了初期應用，上海於 2017 年初

啟動了司法審判人工智慧輔助系統的開發。上海法院行政案件智慧輔

助辦案系統前期以政府資訊公開案件為基礎案由，構建了智慧閱卷、

智慧歸納、智慧輔助、庭審評議等模組組成的系統總體架構。在法律

人工智慧輔助系統開發的同時，我們需要對法律與人工智慧的交互關

係、人工智慧對司法審判決策過程的積極作用，立足於人工智慧的技

術本質和既有條件進行更為深入的認識。人工智慧在改變司法審判過

程的直覺主義，推動法律符號系統的完善方面有獨特的作用。當然，

人工智慧進一步在法律領域產生深遠影響，仍然需要跨越一些障礙，

比如人工智慧任務模式、通用性方面的問題。建立法律術語語義網路

並完善法律知識庫體系，可能是下一步法律人工智慧發展的基礎。 

 

 

 

 

法律業務部：龔珍珍、徐亞蘭、楊若瑤  

審核：王麗慧       簽發：郭文利  

 

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6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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