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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 ODR最新動態 

1.美國康涅狄格州啟動 ODR 專案（2018 年 12 月 24 日 作者：

Randall Beach，來源：New Haven Register） 

從 2019 年 1 月 2 日起，康涅狄格州司法部門將為紐黑文和哈特

福德司法區的人們提供線上糾紛解決服務，他們希望解決合同托收問

題。根據司法部門宣佈的試點計畫，“該計畫旨在幫助當事人解決合

同托收案件，儘量減少他們出庭的必要性，”該聲明稱這是“加強司

法公正”的一項承諾。在這些案件中，絕大多數被告無需被代理，且

處理成本低廉方便。”根據司法部門的說法，大多數案件可以在 90

天內解決。該計畫是自願的，這意味著雙方必須同意使用這個解決過

程。網上糾紛解決只能用於合同托收案件，即一方聲稱另一方未能支

付所欠款項所引起的爭端。 

雙方均可在案件首次提交之日起 15 天內明示退出程式，否則必

須參與調解。同意使用此程式的人必須放棄陪審團審判及親自出庭審

理案件的權利，不能對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也不能反駁對方提出的

證據。雙方將向法院提交並交換證據。如果不能達成解決爭端的協定，

法官將根據提交的證據作出裁決。如果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案件將被

送回普通法庭審理。 

被告必須填寫、簽署《ODR 答覆及出庭》表格，提交法院並寄

給原告。原告和被告會交換支持其主張的證據，並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向法院提交。證據可以包括收據、修理單、保單、已支付的支票、匯

票、帳單、合同、證人證言及任何其他支持案件的證據。 

2.埃努古法院開創了 ADR 法庭（2018 年 12 月 20 日 作者：

Dennis Agbo，來源：Vanguard） 

奈及利亞埃努古州法院院長開創了兩個特殊的 ADR 法庭，為快

速解決州內的訴訟爭議。這兩個法庭分別為埃努古多元門徑法庭

（Enugu State Multi-Door Court, ESMDC）和快速通道法庭（the 

https://www.nhregister.com/news/article/Connecticut-to-begin-online-dispute-resolution-13489021.php
https://www.nhregister.com/news/article/Connecticut-to-begin-online-dispute-resolution-13489021.php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18/12/enugu-cj-inaugurates-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courts/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18/12/enugu-cj-inaugurates-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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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Track Court, FTC）。院長表示，這是依據 2018 年的埃努古州

多元化路徑法庭法設立的。她強調法庭的建立能緩解法院案件過多的

問題，民眾可以在高效、友好的平臺解決紛爭，同時也對個人資訊私

密性的進行保護，促進更多爭端當事人在解決過程中最大程度地參與

進來。 

高等法院、上訴法院和地方法院提交的糾紛都可以通過 ADR 的

應用來實現，法院還將受理聯邦法院、個人、公司、公共機構和爭端

解決組織提交的爭端。根據現有機制，一旦達成和解，ADR 法官或地

方法官可以批准該協議，使之成為法庭的裁決。 

3.美國馬里科帕縣高等法院成為亞利桑那州首個啟用 ODR 的法

院（2018 年 11 月 30 日，來源：Matterhorn） 

位於馬里科帕縣的亞利桑那州高等法院成為亞利桑那州的第一

個，也是全國第三個使用 ODR 處理家庭關係案件的法院。該法院在

馬里科帕縣擴大了其線上法庭的範圍，並簡化了與涉及家庭關係案件

的父母的互動程式。首席執行官 MJ Cartwright 

ODR 平臺允許法院在任何地方通過任何設備與參與案件的當事

人進行接觸溝通。當法院需要案件當事人的檔時，當事人可以通過平

臺線上直接上傳相關的收據和證書以及線上直接進行付款確認。  

平臺擴大了公眾對法院的存取權限，從而不僅提高了法院工作人

員的效率，同時節省了公眾和法院的時間和金錢。 

4.美國尤馬縣高等法院在亞利桑那州相繼開始運用 ODR（2018

年 12 月 4 日，來源：Matterhorn） 

亞利桑那州法院行政辦公室通過了在尤馬縣高等法院為國內案

件啟動線上解決爭議（ODR）試點計畫，擴大了公民訴諸司法的機會。 

尤馬縣高等法院於 2018 年 12 月 3 日正式上線該平臺。直到今

天，依舊保留與尤馬縣高等法院家事法庭聽證會有關的當事人親自出

庭解決問題的選擇，但是當事人現在可以選擇通過 ODR 隨時隨地參

https://getmatterhorn.com/maricopa-county-superior-court-expands-access-in-arizona-with-odr/
https://getmatterhorn.com/maricopa-county-superior-court-expands-access-in-arizona-with-odr/
https://getmatterhorn.com/yuma-county-superior-court-expands-access-in-arizona-with-odr/
https://getmatterhorn.com/yuma-county-superior-court-expands-access-in-arizona-with-o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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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決國內案件。法院副法院管理員 Nancy Gray-Eade 指出，這將

成為父母想要好好利用的東西，因為平臺便利了案件當事人與調解員

的會面溝通，在解決糾紛過程中不必花時間從工作中請假或為子女找

托兒所。 

5.APEC 擬設新機制：小額商業爭端線上解決（2018 年 12 月 14

日，來源：環球網） 

據《日本經濟新聞》12 月 13 日報導，美日和東南亞等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APEC)的成員國已開始制定線上解決區域內企業間小額商

業爭端的機制。與通過法院審判相比，此舉能迅速地以低成本解決爭

端。各方力爭在 2018 年度內敲定共同規則，啟動試點。 

6.探索土地爭議的多元化解決方式（時間：2018 年 12 月 15 日，

作者：Ibrahim mwathane，來源：Daily Nation） 

在肯亞安布縣政府、安全和國家土地委員會的大亨們的敘述中，

他們的資訊很清晰但令人擔憂。人們傾向於把每一件小事都提交法院

進行司法裁決。隨後，該縣法院審理了大量土地案件，費時很長，結

果也參差不齊。弱者和窮人經常失敗，精疲力竭，被過程的成本打敗。

尤為不幸的是，最終的苦難有時會通過暴力，甚至謀殺表現出來。該

縣居民被鼓勵用替代性方案來解決一些爭端。這樣的方案可能減小投

訴者的情緒影響，減少處理成本和時間。最終，結果將得到個人和家

庭的更多支持，因此不易引發事後暴行和暴力。 

隨著現代土地管理制度的到來，傳統的以社區為基礎的解決土地

和邊界爭端的結構在大多數司法管轄區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結

構化程式，如法院和准司法法庭，或土地登記官下的邊界爭端解決程

式。此外，《憲法》要求法院和法庭除其他外應遵循替代性爭端解決

原則，其中包括和解、調解、仲裁和傳統的爭端解決機制。根據這些

政策和憲法原則、《環境和土地法》，確定土地爭端，允許爭端各方

採取任何替代性的爭端解決辦法，包括和解、調解以及傳統機制。只

http://finance.huanqiu.com/gjcx/2018-12/13803239.html
http://finance.huanqiu.com/gjcx/2018-12/13803239.html
https://www.nation.co.ke/oped/opinion/-Explore-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for-land-conflicts/440808-4895788-gpfu1jz/index.html
https://www.nation.co.ke/oped/opinion/-Explore-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for-land-conflicts/440808-4895788-gpfu1jz/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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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通過《社區土地法》規定的傳統爭端和衝突解決機制解決爭端的

所有努力都失敗時，各方才可以將這種爭端提交法院。 

二、國內 ODR最新動態 

（一）多元解紛各地經驗 

1.年均受理各類信訪 1 萬多件，廣西檢察智慧演繹新時代“楓橋

經驗”（2018 年 12 月 25 日，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眾號）） 

廣西檢察機關推行“一站式”檢察服務，引入協力廠商參與化解

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形成跨級別、全方位聯合救助模式。在大力推進

實體大廳建設的同時，積極利用“互聯網+”“兩微一端”等現代資

訊化模式，打造網上信訪資訊平臺，實現群眾足不出戶即可表達訴求。

除了實現檢察環節的檢律互動，廣西檢察機關還綜合施策，用“多種

門診方案”最大程度就地化解矛盾糾紛。 

目前，廣西檢察機關已構建起自治區、市、縣三級檢察機關“一

體化聯合救助模式”，常態化開展聯合救助，保證救助效果最大化。

此外，不斷加強與法院、司法行政部門的協調合作，推動司法救助工

作與裁判執行、法律援助相銜接，形成“一經啟動，全盤聯動”的司

法救助工作局面。 

2.馬鞍山市：發揮人民調解作用 完善多元化解糾紛機制（2018

年 12 月 24 日，來源：馬鞍山市信訪局） 

馬鞍山市按照“與楓橋經驗相融合，與本地實際相結合”的設計

思路，積極建立完善多元糾紛化解機制。舉措：做強基層人民調解組

織；做強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做強綜治調處中心；抓好警民聯調

平臺建設；抓好訴調對接平臺建設；抓好訪調對接平臺建設；依託綜

治資訊化平臺建立矛盾糾紛線上排查化解系統；依託綜治“9+X”系

統建立訴調、訪調對接資訊化平臺；依託新浪法院頻道建立線上調解

平臺。平臺運行以來，首批進駐的 106 名線上人民調解員，線上受理

https://mp.weixin.qq.com/s/zWRZjiyrTXrYlR-KiJHPLg
https://mp.weixin.qq.com/s/zWRZjiyrTXrYlR-KiJHPLg
http://www.mas.gov.cn/4697379/9732575.html
http://www.mas.gov.cn/4697379/97325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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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 669 件，調解成功率達 95%。 

3.传承“枫桥经验” 杭州祥符街道打造基层治理新模式(2018 年

12 月 7 日，来源：平安六和塔（公众号）) 

祥符街道以“頂端”機構建設、“前端”制度保障、“終端”作

用發揮為切入點，以“內”有專業化網格隊伍、“外”有立體化防控

體系、“後”有智慧化服務建設的“三化融合”為著力點，推動基層

治理“觸角”不斷前移，全力打造“五分鐘處置圈”，全面構建基層

社會治理新格局。截至 11 月，街道各網格共處理事件 31614 件，成

功調處矛盾糾紛 2043 件，排查整改安全隱患 3587 件，助力平安浙

江建設。目前，平臺可實現 104 項事項查詢、審核、辦理“一體化”

預受理。祥符街道還將平臺“定制化”地嵌入到了網格員“平安通”

的移動終端裡。自試運行以來，已受理業務 4759 件，結案 4665 件。 

4.開封探索黨建引領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 “一中心四平臺”

推動工作重心下移（2018 年 12 月 26 日，來源：河南日報用戶端） 

“一個中心”，即市、縣（區）、鄉鎮（街道）三級綜合指揮中

心。“四個平臺”，即社會治安平臺、市場監管平臺、綜合執法平臺、

便民服務平臺。開封市以黨建為統領，將全市劃分為 5811 個網格進

行管理，以網格為依託建立黨支部，實現黨建工作對網格的全覆蓋。

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通過充分發揮網格員作用，採取網上網下相結合

的全方位巡查，做到需求在網格發現、資訊在網格採集、隱患在網格

排查、矛盾在網格化解、服務在網格開展、問題在網格解決，有效化

解各類矛盾糾紛，實現區域管理“一張網”。 

5.深圳市首家医疗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委员会！（2018 年 12 月

21 日，来源：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众号）） 

面對醫療糾紛主體更加多元、類型更加多樣、解決更加複雜的新

特點，福田法院創新發揮司法引領作用，在全市率先成立醫療糾紛調

解諮詢專家委員會，引入協力廠商專業力量，構建訴訟與調解相互銜

https://mp.weixin.qq.com/s/_LfbcuvIJNJ_NsnAYNwIhQ
https://mp.weixin.qq.com/s/_LfbcuvIJNJ_NsnAYNwIhQ
https://mp.weixin.qq.com/s/_LfbcuvIJNJ_NsnAYNwIhQ
https://www.henandaily.cn/content/szheng/2018/1226/139606.html
https://www.henandaily.cn/content/szheng/2018/1226/13960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4Njc2NA==&mid=2651536854&idx=1&sn=96dc1eff3aab2b5a5f19c2a37db2f5a2&chksm=bdbe96958ac91f83734b255f19c2c23cab81b752cb94824acd5602b286172bc8faf92be1864c&mpshare=1&scene=1&srcid=12251dqivLNBBHHwPHygWqc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4Njc2NA==&mid=2651536854&idx=1&sn=96dc1eff3aab2b5a5f19c2a37db2f5a2&chksm=bdbe96958ac91f83734b255f19c2c23cab81b752cb94824acd5602b286172bc8faf92be1864c&mpshare=1&scene=1&srcid=12251dqivLNBBHHwPHygWqca#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4Njc2NA==&mid=2651536854&idx=1&sn=96dc1eff3aab2b5a5f19c2a37db2f5a2&chksm=bdbe96958ac91f83734b255f19c2c23cab81b752cb94824acd5602b286172bc8faf92be1864c&mpshare=1&scene=1&srcid=12251dqivLNBBHHwPHygWq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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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優勢互補的多元解紛機制，促進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為妥善解

決醫療糾紛、構建和諧醫患關係提供新平臺、新支撐。12 月 20 日，

福田法院舉行醫療糾紛調解諮詢專家委員會成立揭牌儀式暨多元化

解醫患糾紛座談會。 

截至目前，福田法院已和中國互聯網協會調解中心、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會深圳調解中心、深圳大學法學院、福田區司法局等社會

組織、高校、行政機關共 19 家單位簽署合作備忘錄，招募 41 家特

邀調解組織、393 名特邀調解員和愛心調解員，通過特邀調解、愛心

調解和社會合作等多種方式，廣泛撬動社會資源，促進矛盾源頭化解。 

6.柳州消費維權體系漸完善 消費環境獲優化(2018 年 12 月 14

日，來源：中新網廣西) 

柳州市工商局引導了 19 家企業成為全國 12315 互聯網平臺

ODR(線上解決糾紛)企業，其中 12 家為直通車企業，消費糾紛處理

體系日漸完善。ODR 企業設置後，消費者可登錄全國 12315 互聯

網相關平臺選擇 ODR 企業進行投訴，企業可直接受理消費者投訴

並線上解決糾紛。柳州市工商局 12315 指揮中心專門製作了操作流

程，在巡訪時一對一進行說明並指導企業按流程處置，規範操作。 

7.粵港澳仲裁調解聯盟五周年當事人來源國超百個（2018 年 12

月 25 日，來源：深圳特區報） 

粵港澳仲裁調解聯盟第三屆第一次主席會議暨五周年紀念活動

在聯盟秘書處所在地深圳國際仲裁院舉行。聯盟成立五年來，有機整

合粵港澳多元化爭議解決資源，不斷加強灣區法律服務機構和專業人

士間的密切交流和合作，積極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大局，通過聯盟合作機制解決大量跨境商事糾紛，仲裁和調解當

事人來源國超過 100 個。聯盟成立五周年之際，華南國際經濟貿易

仲裁委員會（深圳國際仲裁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為粵港澳大灣區

唯一一家進入“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國際仲裁

http://www.gx.chinanews.com/news/2018/1214/31687.html
http://www.gx.chinanews.com/news/2018/1214/31687.html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8-12/25/content_21303235.htm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8-12/25/content_213032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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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8.多元好機制|尋求“互聯網+司法”的更優解，福田法院與中國

互聯網協會簽訂合作備忘錄（2018 年 12 月 1 日，來源：深圳市福

田區人民法院（公眾號）） 

福田法院於今年 3 月正式設立全國首個互聯網和金融審判庭。

11 月 28 日，中國互聯網協會主辦的 2018（第四屆）中國互聯網法

治大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福田法院與中國互聯網協會重磅

簽署《關於加強合作交流的備忘錄》，並向中國互聯網協會調解中心

頒發特邀調解組織牌匾。 

備忘錄包含以下內容：共創互聯網和金融領域多元化糾紛解決機

制新體系。共同推進深化互聯網和金融領域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

推進智慧法院建設，引進互聯網公司開發人工智慧調解員，推進司法

服務、審判管理進一步智慧化，建立專家諮詢機制。共建互聯網和金

融案件專業化審判新模式。在調查研究方面開展合作，舉辦“互聯網

+金融”司法論壇、專題研討會等活動。雙方將嚴格落實《合作備忘

錄》內容，充分發揮福田法院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效應和中

國互聯網協會在互聯網行業領域內的全國性體系優勢與經驗優勢。 

9.【改革开放 40 年】新疆司法行政工作实现巨大跨越（2018 年

12 月 24 日，来源：新疆法制报） 

 2017 年 4 月以來，我區全面加強人民調解、司法所、安置

幫教和基層法律服務各項工作的落實。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

實現矛盾不上交，協調健全和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發揮

人民調解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第一道防線”的作用。推進公共法

律服務實體平臺建設，指導基層法律服務政策落地，提高了人民

群眾對公共法律服務的獲得感、滿足感、幸福感。 

10.甌海消費維權步入“互聯網+”時代 ODR 平臺挽回經濟損

失 3.4 萬元（2018 年 11 月 29 日，來源：溫州網-溫州日報）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4Njc2NA==&mid=2651536447&idx=1&sn=fb5ab733f166397448f2abfa72ee666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4Njc2NA==&mid=2651536447&idx=1&sn=fb5ab733f166397448f2abfa72ee666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4Njc2NA==&mid=2651536447&idx=1&sn=fb5ab733f166397448f2abfa72ee666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4Njc2NA==&mid=2651536447&idx=1&sn=fb5ab733f166397448f2abfa72ee666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24/content_1149976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24/content_1149976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24/content_11499768.htm
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wznews/201811/t20181129_8864900.shtml
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wznews/201811/t20181129_88649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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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消費糾紛化解的及時性、有效性、便捷性越來越受到消

費者的關注。為此，甌海區市監局應用全省試點的線上矛盾糾紛多元

化解平臺,助力消費維權，積極探索“互聯網+社會治理”新模式。自

運行以來，該平臺成功調解消費糾紛 3 起，為消費者挽回經濟損失

3.4 萬元。 

11.景寧“ODR”平臺讓矛盾糾紛化解足不出戶（2018 年 12 月

5 日，來源：景寧縣府辦） 

今年 6 月份，景寧縣人民法院上線運行線上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

臺，讓‘楓橋經驗’插上網路的‘翅膀’，讓糾紛化解於‘無形’。

該平臺是“楓橋經驗”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的新繼承和新發展，集合

諮詢、評估、調解、仲裁、訴訟五大服務功能於一體，滿足群眾多元

化的服務需求。 

12.群眾在家門口就可辦理車駕管業務 南京微警務“電子保單”

上線（2018 年 11 月 29 日 來源：新華日報） 

微警務“電子保單”上線，是南京人保財險協助南京公安“微警

務”推動便民服務、落實“放管服”工作的又一項重要工作。專案包

括平臺保單電子化呈現，6 年免檢標貼辦理，客戶車牌變更資料線上

自動匹配三個服務。2015 年以來，南京市公安局圍繞“惠民、提高

群眾滿意度、提升警務工作效能”三大目標，在全國率先建成“微警

務”開放服務平臺，精心打造群眾日常“最關心、最直接、最貼心”

的掌上公安服務功能。 

現平臺已升級至 3.0 版，服務模組擴充至 63 項。接下來，雙方

將深化合作，努力讓群眾實現在家門口辦理車駕管業務。 

13.12348 天津法網正式上線運行(2018 年 12 月 21 日，來源：

天津市司法局) 

12 月 20 日，12348 天津法網門戶網站正式上線運行。作為天

津市司法局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實以人民為中心工作理

http://www.lishui.gov.cn/zfzx/qxdt/201812/t20181205_3508068.html
http://www.lishui.gov.cn/zfzx/qxdt/201812/t20181205_3508068.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29/content_11495957.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1/29/content_11495957.htm
http://www.tjsf.gov.cn/system/2017/12/21/012297151.shtml
http://www.tjsf.gov.cn/system/2017/12/21/0122971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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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重要舉措，12348 天津法網集辦事服務、諮詢服務、查詢服務等

功能為一體，為群眾帶來更多便利。 

法網通過網站後臺專業駐場團隊和 AI 機器人，提供法治宣傳、

找律師、要調解、申法援、尋鑒定、辦公證、司法考試、基層法律服

務等網上辦事服務和相關諮詢服務及資訊查詢。讓群眾通過網路平臺

和熱線平臺，即可不出家門解決法律問題。 

    14.智慧警務“蘇州方案”示範全省領先全國（2018 年 12 月 19

日，來源：江蘇法制報） 

今年以來，蘇州市公安局黨委緊貼公安部和省公安廳智慧警務建

設總體要求，以民警實戰需求為導向，與華為、百度等高科技公司展

開上百次論證，最終形成“六星科技·縱橫警務”建設方案並已正式

運行。這是蘇州城市大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守護平安的同時，也

實現了公安政務服務馬上辦、網上辦、就近辦、一次辦。 

獵眼系統、城市盾牌、利劍系統、蜂巢計畫……一項項星光閃耀

的“蘇州智造”，精塑出蘇州智慧城市的新樣本。 

（二）法院審案新探索 

1.北京互聯網法院建電子證據平臺天平鏈 三個月採集資料超百

萬條（2018 年 12 月 25 日，來源：北京政法網） 

由北京互聯網法院主導，與國內領先區塊鏈產業企業共建的電子

證據平臺天平鏈，運行三個月以來已線上證據採集資料超過 100 萬

條。12 月 22 日下午，北京互聯網法院召開的天平鏈發佈暨建設、管

理與應用研討會。研討會上，對天平鏈的建設原則、建設模式以及建

設成效的情況、《北京互聯網法院電子證據平臺接入與管理規範》及

相關操作細則等內容進行發佈。 

2.第 360 期|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勞動爭議線上平臺微信小程式

更新上線(2018 年 12 月 20 日，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

號）)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19/content_1149876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19/content_11498768.htm
http://www.bj148.org/zzgjj/zzdt/201812/t20181225_1469323.html
http://www.bj148.org/zzgjj/zzdt/201812/t20181225_146932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K3UclUUXZYpv76B6pbZQdg
https://mp.weixin.qq.com/s/K3UclUUXZYpv76B6pbZQdg
https://mp.weixin.qq.com/s/K3UclUUXZYpv76B6pbZQ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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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爭議線上平臺是一個綜合性服務中心，由諮詢、調解和審判

三部分組成。最高人民法院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出臺了加強仲裁與

訴訟銜接機制的檔，其中特別提到探索搭建集仲裁和訴訟於一體的資

訊網路平臺。2018 年 4 月份，勞動爭議平臺試點項目正式在東莞二

院啟動。由於勞動爭議中不具備方便使用電腦條件的人群占絕大多數，

不同於其他線上平臺主要基於 PC 端開發，該平臺著重基於手機微信

小程式的開發，充分體現便捷、為民的特點。2018 年年底，歷時八

個月，在反復多輪的功能打磨、業務規則確認後，東莞勞動爭議線上

平臺第一期上線運行。 

3.公平普惠 正義提速——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法院創新推進

“分調裁”機制改革紀實（2018 年 12 月 26 日，來源：最高人民法

院（公眾號）轉自人民法院報） 

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人民法院推進“分調裁”機制改革，通過

在送達創新、多元解紛、繁簡分流等方面下硬功夫，取得了明顯成效。 

平潭法院為多元化解糾紛推出“量身定制”的措施，先後與海峽

兩岸仲裁中心、省企業法律工作者協會共同建立涉自貿區、涉台多元

糾紛解決工作機制，推動建立旅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構建全省首

家涉旅遊糾紛統一調解平臺。依託“智慧法院”建設，推進“分調裁”

機制改革與資訊化建設的融合運用。2017 年 10 月至今，平潭法院

通過“分調裁”機制共結案 2908 件，占同期民商事案件結案數的

38.29%，獲“全省案件繁簡分流機制改革示範法院”稱號。 

4.江蘇鹽城 四大動作打出多元解紛“組合拳”（2018 年 12 月

24 日，來源：人民法院報） 

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堅持責任導向、強化創新驅動，系統謀劃、

梯度推進，以基礎動作“一站一室”反覆運算優化；常規動作專業協

作匯溪成海；自選動作綜治品牌多點開花；配套動作銜接保障精准有

序“四大動作”為基礎，全力打好多元解紛“組合拳”，推動社會矛

https://mp.weixin.qq.com/s/MfSOach0IYqeiae8Nri1LQ
https://mp.weixin.qq.com/s/MfSOach0IYqeiae8Nri1LQ
https://mp.weixin.qq.com/s/MfSOach0IYqeiae8Nri1LQ
https://mp.weixin.qq.com/s/MfSOach0IYqeiae8Nri1LQ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24/content_11499780.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24/content_114997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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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糾紛的高效化解和源頭治理。主動適應“互聯網+”的趨勢要求，

讓法治正能量充盈網上，同時廣泛開展線下宣傳，推進法治宣講進社

區、進園區、進校區。 

5.永川法院多舉措開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訴前調解 今年司法確

認案件同比增加 20 倍（2018 年 12 月 17 日，來源：重慶法制報） 

永川法院積極與消協、婦聯、各人民調解委員會等組織搭建 7 個

訴調對接平臺，構建起以法院訴調對接中心為核心、7 個對接平臺為

支點、以各領域調解員為延伸的“1+7+N”的訴調對接工作機制，

推進“糾紛分層遞進化解”。 

該院還推動重慶法院糾紛“易解”平臺的使用等，開展矛盾糾紛

多元化解訴前調解工作，共訴前調解案件 337件，司法確認 1184件，

同比分別增長 1.70 倍、20.53 倍。 

6.新疆首家“微法院”上線一月  當事人成功預約案件 608

件（2018 年 12 月 18 日 來源：長安新疆） 

為加快推進智慧法院建設，促進司法為民、公正司法，沙依巴

克區法院成立專班，歷經數月，自主研發，引入“互聯網+人工智

慧”的技術，通過建設“沙依巴克微法院”電子平臺，將資訊化

輔助手段滲入立案、送達、審判各環節，使當事人足不出戶就可享

受到指尖上的訴訟服務，節約了訴訟時間及成本。 

（三）其他公司相關領域最新動態 

 1.億律 ODR 智慧司法調解平臺，智慧模組化設計成亮點（2018

年 12 月 21 日，來源：法制網） 

作為“互聯網＋法律”市場的先行者，億律科技依託在互聯網法

律服務領域的深厚技術和資源積累，和對線上線下法律服務的深刻理

解，以大資料、人工智慧為基礎，在智慧司法 ODR 體系建設方面進

行了積極的探索。從億律 ODR 包括的四大功能模組“診斷、調解、

談判、仲裁”來說，一般當事人可以按順序進入糾紛化解流程，但也

https://www.xsgou.com/news/baokan/139579.html
https://www.xsgou.com/news/baokan/139579.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18/content_11498700.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8-12/18/content_11498700.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Lawyer/content/2018-12/21/content_7724420.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Lawyer/content/2018-12/21/content_77244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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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啟動任一個環節，而億律 ODR 是基於模組化的配置，可實

現定制化的功能服務，以滿足不同當事人的需要。 

億律將人工智慧與 ODR 結合，研發“ODR”線上糾紛解決機制，

運用智慧化設計來化解矛盾糾紛，具體包括智慧化的法律諮詢、診斷

評估、調解機制，成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實踐的積極補充。 

2.金鏈盟中國區塊鏈應用大賽落幕 司法仲裁鏈ODRChain獲冠

軍（2018 年 12 月 21 日，來源：速途網） 

12 月 21 日，金鏈盟中國區塊鏈應用大賽總決賽在深圳落下帷

幕。基於區塊鏈技術高效處理網上糾紛的司法仲裁鏈——ODRChain，

以成熟的專案運作、真實落地並上線穩定運營，以及具備過硬的技術

能力等優勢斬獲冠軍。 

ODRChain，基於 FISCO BCOS 底層平臺，用區塊鏈技術，解決

傳統司法處理線上糾紛難以認證電子資料真實性、無力消化大量且快

速積壓的案件糾紛等痛點。目前，ODRChain 已實現讓客戶從點擊

“一鍵仲裁”到收到仲裁裁決書這一過程的耗時，從傳統長達數個月

的仲裁流程縮短到 7 天左右，而原本動輒成千上萬的仲裁費，也得

以降低至幾百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ODRChain 已完成超千萬份

合同的存證，涉及資金規模達千億級。 

三、最新政策類動態 

（一）相關領導講話 

1.第 353 期|大力推進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2018 年

12 月 5 日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印發《關於全面推

進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2018 年 11 月 30 日上

午，全國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試點總結暨全面推進工作會在最

高人民法院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周強和中國證監會黨

http://www.sootoo.com/content/678362.shtml
http://www.sootoo.com/content/678362.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7nFbyxD3lVyun8z5g2vvQ
https://mp.weixin.qq.com/s/v7nFbyxD3lVyun8z5g2v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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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書記、主席劉士余出席並講話。 

周強強調，要深刻認識和把握全面推進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

制建設的重要意義，要堅持改革創新，推進證券案件審判工作不斷實

現新發展，並要求各級法院準確把握要求，認真抓好貫徹落實，促進

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 

劉士余指出，建立健全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是法院系統

和證監會系統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實踐，充分體現

了党的領導政治優勢、社會主義法治優勢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優勢，

是我們強化“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的具體行動，是事關社

會和諧穩定和廣大投資者切身利益的重要民心工程。 

2.司改遠未鳴金，改革永不止步，最高院這次會議定下主基調【斑

斕·司改】（2018 年 12 月 11 日 來源：法影斑斕（公眾號）） 

12 月 10 日至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開全國法院司法體

制綜合配套改革推進會。最高院副院長李少平在會上從深化改革認識、

抓住改革重點、優化改革方法三個層面發表講話，對如何全面深化人

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提出要求。 

大力提高司法效能是黨的十九大“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

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重大戰略部署的關鍵一步。李少平指出不僅要

讓編制員額動起來，合理配置司法資源，還要讓訴訟程式轉起來，充

分發揮各訴訟程式的作用。再者，讓內外資源活起來。各地法院要大

力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分調裁”機制等改革，完善繁簡分流

機制，傳承創新“楓橋經驗”，構建共建共治共用多元解紛格局。最

後，讓資訊技術靈起來，法院要依託智慧法院建設，讓資訊技術真正

對接司法需求，浙江高院的“移動微法院”、蘇州中院、廣州中院的

智慧法院的相關建設經驗值得進一步總結推廣。 

3. 堅持發展“楓橋經驗” 加強調解培訓工作 努力提升新時代

人民調解工作能力和水準（11 月 30 日 來源：司法部政府網） 

https://mp.weixin.qq.com/s/F_uxCNW-p47oxHfEm9OM4Q
https://mp.weixin.qq.com/s/F_uxCNW-p47oxHfEm9OM4Q
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18-11/30/bnyw_43601.html
http://www.moj.gov.cn/news/content/2018-11/30/bnyw_43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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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0 日下午，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出席全國人民調解師資培

訓班結業式並講話。他強調，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

平總書記關於堅持發展“楓橋經驗”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牢

牢把握人民調解工作正確方向，與時俱進地堅持好發展好“楓橋經

驗”。要求落實培訓責任，創新培訓方式，豐富培訓內容，提高培訓

實效，努力培養一支勝任全新歷史使命的幹部隊伍。 

另外還強調了要堅持分級負責，以縣(市、區)為主，全面加大人

民調解員培訓力度。要落實《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實現矛盾不上交

三年行動方案》，創新人民調解工作方式方法，確保矛盾糾紛就地化

解，不上交、不激化。 

（二）最新相關政策規定 

1.最高法出臺意見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2018 年 12 月 10

日 來源：新華網） 

最高法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

見》，對新型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審判監督管理機制和懲戒制度、

司法責任制配套改革舉措等方面作出規定，推動司法責任制全面

落實。 

2.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配

套檔 推動建立“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平臺（2018

年 12 月 6 日，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12 月 5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組織召開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

解決機制座談會，發佈並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於確

定首批納入“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國際商事

仲裁及調解機構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程式規則

（試行）》《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工作規則（試行）》

三項規範性檔。 

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部署擴大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和律

http://www.xinhuanet.com/ttgg/2018-12/10/c_1123830706.htm
http://www.xinhuanet.com/ttgg/2018-12/10/c_1123830706.htm
http://news.sina.com.cn/sf/news/fzrd/2018-12-06/doc-ihprknvt3176736.shtml
http://news.sina.com.cn/sf/news/fzrd/2018-12-06/doc-ihprknvt3176736.shtml
http://news.sina.com.cn/sf/news/fzrd/2018-12-06/doc-ihprknvt3176736.shtml
http://news.sina.com.cn/sf/news/fzrd/2018-12-06/doc-ihprknvt3176736.shtml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33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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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調解試點（2018 年 11 月 29 日 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1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安徽合肥聯合召開刑

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和律師調解兩項試點工作推進會，部署在

全國擴大兩項試點工作。 

為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需要，發揮律師在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作用，去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部部署在北京等地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和律師調解試點

工作。目前，11 個試點省份共設立律師調解工作室（中心）2357

個，律師調解案件 3.7 萬多件，達成調解協定 1.6 萬多件，幫助廣

大群眾省時省錢省力地解決糾紛，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

效果和社會效果，得到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可。 

4.特區國際仲裁：新規則、新突破——深圳國際仲裁院發佈新版

仲裁規則｜仲裁圈（2018 年 12 月 24 日，來源：天同訴訟圈（公眾

號）轉自深圳國際仲裁院） 

2018 年 12 月 23 日，深圳國際仲裁院（又名“華南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和“深圳仲裁委員會”）發佈新的仲裁規則，新規則

將於 2019 年 2 月 21 日起施行。新規則在 2016 年仲裁規則的基礎

上，借鑒境外仲裁實踐的有益經驗，回應市場需求，首度探索確立“選

擇性複裁程式”，在首席（獨任）仲裁員的指定方式上增加了“推薦

排除法”，在中國大陸首度引入“庭審聲明”和“當事人之間自行送

達”制度，並進一步加大了在多元化、專業化、高效率、低成本方面

的措施力度。 

5.第 352 期|重磅：安徽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2018 年 12 月

4 日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轉自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

辦公室網站） 

《安徽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已經 2018 年 11 月 23 日安

徽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現予公佈，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3330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FzyWh5tKXjUodqkpYUf_UQ
https://mp.weixin.qq.com/s/FzyWh5tKXjUodqkpYUf_UQ
https://mp.weixin.qq.com/s/FzyWh5tKXjUodqkpYUf_UQ
https://mp.weixin.qq.com/s/FzyWh5tKXjUodqkpYUf_UQ
https://mp.weixin.qq.com/s/y-VM4d2-dcKTW2RdTak0Jg
https://mp.weixin.qq.com/s/y-VM4d2-dcKTW2RdTak0Jg
https://mp.weixin.qq.com/s/y-VM4d2-dcKTW2RdTak0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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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2018 年互聯網法律政策趨勢十大關鍵字（2018 年 12 月 24

日來源：騰訊研究院（公眾號）） 

平臺治理（Platform Governance）：從“避風港”到平臺治理，

區塊鏈、人工智慧、ODR 的治理價值彰顯。 

隨著互聯網平臺的橫向擴展和縱深發展，平臺帶來的問題日益複

雜化、多元化、全球化。今年 8 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電

子商務法》，探索建立全方位的電商平臺治理。該法針對電商平臺建

立了至少 12 項治理措施，包括平臺內經營者身份資訊管理、資訊報

送、平臺與平臺內經營者關係、平臺規則、推薦算法規制、平臺反壟

斷、線上糾紛解決機制（ODR）等。隨著人工智慧演算法、區塊鏈等

新技術被更廣泛、更深入地應用於各種互聯網平臺，未來平臺治理還

將出現新的維度。 

四、行業內理論研究 

1.王利明：中國民法學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2018 年 12 月 27

日，來源：中國法律評論（公眾號）） 

王利明教授指出促使民法學伴隨著互聯網、高科技等的發展而不

斷發展是該學科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互聯網、高科技、大資料時代，科技的發展

對法律特別是民法所提出的最嚴峻的挑戰就是如何強化對隱私和個

人資訊的保護。人工智慧、大資料、自動駕駛等技術的發展，給民事

主體制度、人格權制度以及財產權制度等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大資料

技術的運用為個人資訊資料的收集、分析、處理、共用等提供便利，

也給隱私權、個人資訊權的保護帶來了極大的威脅。網路侵權、“人

肉搜索”、網路謠言、資訊洩露等，都是現代社會治理的重要難題，

也是民法學研究的新問題。 

https://mp.weixin.qq.com/s/NQo9157MMjMzcy52uSELlA
https://mp.weixin.qq.com/s/NQo9157MMjMzcy52uSELlA
https://mp.weixin.qq.com/s/TQZw9wkupB4XkzyUirg-mg
https://mp.weixin.qq.com/s/TQZw9wkupB4XkzyUirg-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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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傳統民法的主體、客體、權利等

範式面臨一場深刻的變革。 

2.從重視法院職權轉向強調當事人主體地位——改革開放四十年

民事審判的理念變遷（2018 年 12 月 12 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是中國司法的一大特色。新中國成立後，各

級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審理中，繼承和發揚了根據地人民司法的優

良傳統，把調解作為審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式。“調解為主，審判為

輔”的理念進一步得以深化。我們應正確認識調解制度。在功能上，

應當肯定調解在糾紛化解方面獨特的魅力，但不能影響法院審判對社

會交易行為或者明確交易規則的指引功能；要發揮調解制度的優勢，

可以在案件類型劃分、訴訟費用收取、調審分離等制度上下功夫；必

須始終本著自願合法原則促進調解，激發當事人自我行為的主動性。 

3.第358期|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 構建基層糾紛解決新體系 

——關於永康“龍山經驗”的調研報告(2018 年 12 月 16 日，來源：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浙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萌發地，也是

“楓橋經驗”的發源地。今年以來，我就全省法院牢牢把握、充分發

揮好這一優勢，大力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努力打造新時代“楓橋

經驗”升級版，進行了深入調研。調研中發現了一個堅持和發展“楓

橋經驗”、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的典型——永康法院龍山人民法庭。

該法庭收案量從2013年的806件逐年遞減，2017年下降到401件，

降幅達 50%，並實現了涉訴案件零信訪。 

我們要以深入學習貫徹“楓橋經驗”紀念大會精神為契機，在全

省鄉鎮層面推廣“龍山經驗”。同時，要大力推動建立矛盾糾紛多元

化解機制和分層過濾體系，打出化解矛盾糾紛“組合拳”，形成強大

工作合力，促進多元化解矛盾糾紛工作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為加快推

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更高水準的平安浙江作出應有的貢獻。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12/id/3605588.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12/id/3605588.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PWsH6u1XKpCTAZsUM68Uw
https://mp.weixin.qq.com/s/iPWsH6u1XKpCTAZsUM68Uw
https://mp.weixin.qq.com/s/iPWsH6u1XKpCTAZsUM68Uw
https://mp.weixin.qq.com/s/iPWsH6u1XKpCTAZsUM68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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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361 期|論仲調結合在“一帶一路”商事糾紛解決中的運用

（2018 年 12 月 26 日，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根據“一帶一路”商事糾紛的顯著特徵，其解紛機制應滿足形式

靈活多元、合意性較強、跨國執行便利、專業水準高等需求。仲調結

合作為一種複合型糾紛解決方式，與訴訟、商事仲裁、商事調解相比

所具有的優勢更能滿足以上需求。目前，仲調結合主要存在“先調解

後仲裁”與“先仲裁後調解”兩種實踐模式。為了優化仲調結合在

“一帶一路”商事糾紛解決中的運用，應豐富仲調結合形式與設置具

體操作規則，加強仲調結合組織建設與解紛人才培育，充分賦予當事

人選擇權以克服程式質疑，健全錯誤仲調結合結果的救濟機制，訂立

多邊條約與承認互惠關係以優化跨國執行等。 

 

 

 

 

 

 

 

 

 

 

 

 

 

 

 

 

https://mp.weixin.qq.com/s/cAGfhQbuYbiVecUwZ66kRQ
https://mp.weixin.qq.com/s/cAGfhQbuYbiVecUwZ66k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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