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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 ODR最新動態 

1.美國：Greenlight Re Innovations 線上爭議解決方案的啟動（2019

年 5 月 21 日 來源：Reinsurance News） 

Greenlight Re Innovations 是對沖基金支持的財產和意外傷害再

保險公司 Greenlight Capital Re 的一部分，近日宣佈對 FairClaims 進行

戰略投資。FairClaims 是一家提供線上保險和消費者糾紛解決方案公

司。FairClaims 總部位於洛杉磯，開發了一個線上系統，説明索賠人

通過談判和調解推動保險結算，幫助保險公司減少索賠訴訟，改善

客戶體驗。 

消費者和保險公司都可以從高透明度和高效率的索賠解決方案

中受益。平臺使消費者能夠充分表達訴求，並且直接線上提交和管

理自己的索賠請求。作為協力廠商, 中立的爭議解決平臺, 將為索賠

訴訟提供替代方案。這意味著更多的消費者能夠更快獲得公平的結

算, 而保險公司則將受益於更短的解紛週期、更少的間接費用以及獲

得更多的品牌親和力。 

2.美國：新系統允許新墨西哥州人線上解決債務、欠款訴訟（2019

年 6 月 3 日 來源：KOB4） 

新墨西哥州法院系統正在為希望解決債務和訴訟的企業和個人

推出新的選擇。網上爭議解決方案（ODR）於 6 月 3 日推出，作為

少數法院試點計畫的一部分。該免費的系統將用於新墨西哥州若干

地區的地區和地方法院，包括阿爾伯克爾基的第二司法區法院和伯

納利歐縣的大都會法院。系統的使用者可以通過線上交流的方式在

其方便的時候進行談判。報價也通過系統交換，如果雙方達成協議，

系統將自動為各方準備一份結算檔,並以電子方式向法院提交。如果

在 30 天內未能達成協議，案件將提交法院審理。 

3.美國：紐約宣佈全州“推定”替代爭議解決計畫（2019 年 5 月

20 日 來源：JDSUPRA） 

https://www.reinsurancene.ws/greenlight-re-innovations-backs-online-dispute-resolution-start-up/
https://www.reinsurancene.ws/greenlight-re-innovations-backs-online-dispute-resolution-start-up/
https://www.kob.com/albuquerque-news/new-system-allows-new-mexicans-to-resolve-debt-and-lawsuits-online/5375790/
https://www.kob.com/albuquerque-news/new-system-allows-new-mexicans-to-resolve-debt-and-lawsuits-online/5375790/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new-york-announces-statewide-58019/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new-york-announces-statewide-5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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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4 日，紐約州統一法院系統宣佈將開始推出並實施

“推定”替代性爭議解決（ADR）計畫。根據新計畫，民事案件中的

當事人將被轉介到調解或其他形式的 ADR，作為在紐約州法院提起

訴訟的第一步。“推定”ADR 計畫將被廣泛適用於民事案件，包括

商業糾紛。 

新計畫標誌著紐約州 ADR 方法的重大變化。該計畫的實施和推

出預計於 9 月開始。聯合法院系統在新聞稿中宣佈，副首席行政法

官喬治·西爾弗和邁克爾·科科馬將與其他行政和審判法院法官合作，

將法院贊助的 ADR 項目的數量和範圍擴大到紐約的法院。根據該新

聞稿，聯合法院系統計畫制定統一規則，授權、認可和提供一個框

架，以擴大法院贊助的調解方案。 

4.愛爾蘭：新流程將使愛爾蘭中小企業更快、更實惠地對.IE 功能

變數名稱的註冊和使用提出異議（2019 年 5 月 1 日 來源：IRISH 

TECH NEWS） 

IE Domain 註冊處的新“替代性爭議解決程式”是由其政策諮

詢委員會內的利益攸關方制定後推出的, 將使個人或企業, 特別是

中小企業, 更容易、更快、更低廉的方式對. ie 功能變數名稱的註冊

或使用提出異議和訴求。這一過程將涵蓋各種各樣的爭議類型, 包括

線上模擬、競爭企業之間的功能變數名稱糾紛、網站內容誹謗、基於

權利的投訴等。 

最初將鼓勵那些希望使用 IE 領域註冊處的替代爭議解決程式

的人使用新的可選仲介服務。合格的專家將就爭議發表意見, 並決定

支持或駁回投訴。如果申訴得到支援, 申訴人可以要求被申訴人修改

或刪除。在具體案件中，因為. ie 註冊人已經滿足了.ie 功能變數名稱

的標準（即與愛爾蘭存在可證聯繫以及有關於服務條款的約定），因

此舉證責任將由投訴人承擔。申訴人與註冊人一樣，也必須與愛爾

蘭有可證明的聯繫。新程式將由歐盟網路中立組織運營, 該組織是根

https://irishtechnews.ie/new-process-will-make-it-faster-and-more-affordable-for-irish-smes-to-dispute-registration-and-use-of-ie-domains/
https://irishtechnews.ie/new-process-will-make-it-faster-and-more-affordable-for-irish-smes-to-dispute-registration-and-use-of-ie-domains/
https://irishtechnews.ie/new-process-will-make-it-faster-and-more-affordable-for-irish-smes-to-dispute-registration-and-use-of-ie-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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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5 年歐洲聯盟 (消費者爭議的替代性爭議解決) 條例》獲得認

證的爭議解決機構。 

5.日本：網站將著眼於説明解決電子商務糾紛問題（2019 年 6 月

11 日 來源：The Japan News） 

日本政府將加快推出網站和框架，以幫助消費者解決與網上購

物和其他形式的電子商務相關的糾紛。該框架被稱為線上爭議解決

（ODR），旨在迅速解決可能使消費者損失數萬日元的矛盾。政府

將在本財政年度末制定關於 ODR 的基本政策，並在從下一財年開始

實施。它還將該計畫納入其 2019 年的增長戰略，該戰略將於 6 月底

完成。根據設想的計畫，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成員將為因網上購物和

其他形式的電子商務而成為糾紛受害者的消費者開設網站。消費者

可以線上填寫表格並提供必要的資訊，將其發送給對方。雙方將在

中立協力廠商的組織下進行調解。政府將與經營線上購物和拍賣業

務的公司和行業團體合作開發 ODR 系統。此外，政府部門將在明年

修訂相關立法，包括“民事執行法”。 

二、國內 ODR最新動態 

（一）多元解紛各地經驗 

1.上海：以人民調解為引領 高起點探索多元調解工作新格局（2019

年 5 月 10 日 來源：司法部（公眾號）） 

目前，全市 16 個區全部建立了人民調解中心，極大地改變了人

民調解小而散的傳統運作模式，開始向集約化轉型。各區人民調解中

心普遍進駐了物業、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勞動爭議、消費、智慧財

產權等多個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年均調解糾紛超過1.5萬件。 

“一站式”區級人民調解中心的建立，有力促進了本市人民調解

組織的發展壯大，更好地引導人民調解組織參與服務國家戰略及本市

中心工作。建設高素質隊伍，推動人民調解工作高品質發展，大力加

http://the-japan-news.com/news/article/0005803427
http://the-japan-news.com/news/article/0005803427
https://mp.weixin.qq.com/s/px6DgMNh0cAMwPb-wD_rBQ
https://mp.weixin.qq.com/s/px6DgMNh0cAMwPb-wD_r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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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的頂層設計。建設“智慧調解”系統，切實提

升新時代，人民調解工作資訊化水準。 

下一步，上海將按照本次會議精神，不斷深化人民調解工作，拓

展調解員職業發展空間，健全多元調解新格局，推動《矛盾糾紛非訴

訟解決機制促進條例》地方立法，充分發揮調解在更高水準的法治建

設、平安建設中的基礎性、引領性作用。 

2.浙江：仙居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成立（2019 年 5 月 2 日 

來源：台州日報） 

仙居縣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正式成立，融合勞動仲裁、行

政覆議、司法裁判等 12 項職能，開展“一站式”服務，打造“楓橋

經驗”仙居樣板，在全省率先實現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最多跑一站”。 

該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由仙居縣司法局牽頭，整合司法局（行

政覆議局）、法院、檢察院、各歸口管理單位、人民調解協會等 15 個

單位。中心融合勞動仲裁、行政覆議、司法裁判、信訪處理、行政執

法監督、檢察監督、公共法律服務等職能於一體，引導大眾用法律解

決問題。 

目前，該中心調解區設調解人員工作室 8 個、調解功能室 6 個，

法官工作室、檢察監督工作室、調解協會和律師工作室、法治和合書

吧、覆議聽證室（中心法庭）各 1 個，實現矛盾糾紛一窗受理、分流

辦理、限時辦結。 

3.江蘇：積極打造新時代調解工作升級版（2019 年 5 月 10 日 來

源：司法部（公眾號）） 

去年以來，全省人民調解組織共調處矛盾糾紛 130 餘萬件，同比

增長 23.6%，是同期法院民商事案件量的 1.45 倍，調解在社會矛盾風

險綜合防控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彰顯。 

堅持發展思維，規範推動行政調解工作。主動融入法治政府建設，

針對行政調解體制機制不健全、程式運行不規範、責任落實不到位等

http://news.taizhou.com.cn/2019-05/02/content_6201392.htm
http://news.taizhou.com.cn/2019-05/02/content_6201392.htm
https://mp.weixin.qq.com/s/gCSFcXvH0_BHX0pXEOHOdw
https://mp.weixin.qq.com/s/gCSFcXvH0_BHX0pXEOHO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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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推動打造實體、實戰、實效的行政調解工作體系。 

堅持系統思維，探索推進非訴糾紛化解體系。立足新的職能特點，

積極探索延伸調解工作領域，構建非訴訟糾紛化解綜合體系。 

堅持資料思維，提升調解工作資訊化水準。積極推動人工智慧、

區塊鏈、雲計算等新技術與調解深度融合，創新構建“智慧調解”服

務體系，有效提升了糾紛化解質效。 

4.海南海口：不斷成功化解各種矛盾糾紛（2019 年 5 月 10 日 來

源：法制時報） 

目前海口市共招聘專職人民調解員 497 名，其中 180 名為公開招

聘，317 名為基層組織推薦，不僅覆蓋全市 4 個區、44 個鎮（街道）、

457 個村（居），還包括 16 個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委員會，覆蓋率 100%。 

海口市探索“人民調解+12345”模式，通過開發智慧移動調解系

統，承接鎮（街道）投訴辦件，群眾可以通過“12345”及時上傳矛盾

糾紛投訴，專職人民調解員按照指派會在第一時間介入調解，將矛盾

糾紛化解在基層。省司法廳高度重視人民調解工作，加強專職調解員

隊伍建設，構建“縱橫交錯”調解組織網，推行“大資料+人民調解”

機制，全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人民調解工作新模式，讓人民調解

“東方之花”開遍瓊州大地。 

5.遼寧省 14 個市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建成率達 100%（2019 年 5 月

29 日 來源：遼寧長安網） 

5 月 27 日，遼寧省司法廳在興城市組織召開全省公共法律服務

體系建設現場推進會。據瞭解，目前，全省共建立市級公共法律服務

中心 14 個，縣區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 107 個，建成率達到 100%;建立

鄉鎮(街道)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 1523 個，建成率 99.8%。 

會議指出，全省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周密部署，大力推進，使我省

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建設基本實現了市、縣、區三級全覆蓋，服務領域

進一步擴大，公共法律服務能力得到了穩步提升。協調、整合律師、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10/content_11520146.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10/content_11520146.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29/content_11525201.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29/content_11525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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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法律援助、司法鑒定、基層法律服務、人民調解、法治宣傳教

育等各類法律資源，安排相關人員進駐各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 

6.遼寧：“互聯網+”啟動社會治理“神經末梢”（2019 年 5 月 14

日 來源：遼寧日報） 

中山區打造的“益治理”平臺，正是遼寧省基層社會治理提升科

學化、智慧化、精細化水準的一個縮影。“益治理”平臺承載著民心

網、民意網、12345 熱線服務平臺、智慧城管等 8 個分平臺的民意訴

求辦理工作，實現了資源整合八合一，一平臺通辦。 

在瀋陽市和平區西塔街道圖們社區，居民借助矛盾糾紛視頻聯調

網路系統及時與法官對話，網路視頻調解成了“搬進社區的法庭”，

起到瞭解決矛盾“潤滑劑”和“終端機”的作用。通過網路視頻聯調

系統，社區每年調處各類矛盾 890 起，解答法律諮詢 1200 多人次。 

7.遼寧：黑山縣司法局建設智慧司法促進人民調解工作資訊化

（2019 年 6 月 21 日 來源：錦州政法） 

2018 年 6 月，黑山縣司法局積極探索、大膽創新，與 IT 公司合

作，自主研發智慧司法資訊化辦公平臺，在平臺設立“人民調解”板

塊，開啟“大資料+人民調解”新模式。 

平臺包含電腦終端和手機 APP,人民調解板塊包括矛盾糾紛排查

登記、人民調解卷宗、台賬、培訓、典型案例、基層調解組織、調解

員風采等內容。調解糾紛時，工作人員用手機登錄 APP，錄入當事人

身份資訊、糾紛內容、調解雙方訴求以及調解過程等，調解成功後，

雙方當事人在手機上簽署協議書，一份完整的調解卷宗同時形成。平

臺對基層錄入的矛盾糾紛排查統計和人民調解案件進行大資料分析，

形成矛盾糾紛統計、人民調解案件資料庫，彙聚統計分析、預測預警

等功能。 

8.山東青島：將“智創”嵌入基層基礎攻堅各環節 打造新時代楓

橋經驗的“智創模式”（2019 年 6 月 12 日 來源：黃島公安）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14/content_11521223.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14/content_11521223.htm
http://www.sohu.com/a/322034964_120025255
http://www.sohu.com/a/322034964_120025255
http://news.qtv.com.cn/system/2019/06/12/015391451.shtml
http://news.qtv.com.cn/system/2019/06/12/0153914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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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青島市公安局黃島分局隱珠派出所積極探索實踐新時

代楓橋經驗，將智慧創新嵌入基層基礎攻堅各環節強力推進，全面打

造智慧警務新機制，派出所實力明顯提升。 

積極構建智慧指揮體系，探索應用新技術建成勤務運行管理中心，

以“情指行”一體化建設為核心，打造視覺化、智慧化、實戰化的智

慧警務指揮體系，建立完善了人臉識別、輿情導控等“1+6+X”合成

作戰工作機制，實現預知、預警、預測、預防。借助先進的科技手段

和大資料實踐應用，建成了全市首家智慧化、全自助、一站式“智慧

警務室”，實行 24 小時自助服務。充分利用現代科技優勢，打造智

慧執法辦案中心，借助智慧型機器人保障執法安全，運用執法記錄儀、

高清攝像頭、語音視頻系統構成智慧化執法辦案體系，形成執法過程

完整記錄、即時監督、遠端提醒、就地糾錯的新格局，確保了執法辦

案零差錯。 

9.山東：青島城陽創新“楓橋經驗”就地化解矛盾糾紛（2019 年 6

月 20 日 來源：澎湃新聞） 

街道調解中心是青島市城陽區為做好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在

全區構建的區、街道、社區三級銜接大調解平臺之一。城陽區積極適

應新形勢，通過學習“楓橋經驗”，構建起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

法調解銜接聯動的“大調解”工作格局，促進了矛盾糾紛就地化解，

為維護全區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區級調解實體平臺充分發揮調解疑難複雜矛盾糾紛的龍頭作用，

街道人民調解中心發揮受理調解、分流督辦職能，社區人民調解委員

會發揮調解員能夠隨時隨地與社區居民面對面、心交心的作用，三個

平臺緊密銜接，做深大調解。在建立“訴調聯動”“警調聯動”機制

的同時，還大力推進“行調聯動”。城陽區結合人民調解工作實際，

在全區組建起 5 支專兼職結合，能打善戰的大調解隊伍。組建由法官、

檢察官、員警、律師、心理諮詢師、優秀人民調解員等 56 人組成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72379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72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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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專家團隊，提高疑難複雜糾紛調解成功率。 

10.資料多跑路群眾少跑腿 江西公共法律服務邁入“雲時代”

（2019 年 5 月 20 日 來源：法制日報） 

江西司法行政系統運用大資料和人工智慧技術，推進法律服務與

現代科技應用深度融合，將全省數萬名法律服務專業人才會合在一起,

打造了全國規模最大、覆蓋最廣、功能最全、技術最強的“法務雲”

平臺，為人民群眾提供了找得著、用得了、有保障的公共法律服務。 

遠端調解，服務與群眾“無縫對接”。江西在全國率先建設了全

省遠端法律服務平臺，將遠端幫教會見、遠端法律諮詢、遠端法律援

助、遠端人民調解、遠端法律培訓等功能集於一體。群眾通過網上預

約、線上申請、視頻互動的方式，在當地鄉鎮司法所就能向律師、調

解員進行法律諮詢、尋求法律幫助，實現了城鄉基本公共法律服務均

等化。 

該平臺投入使用以來，已安排遠端諮詢、遠端調解 67.38 萬人次,

成為法律服務與百姓群眾“無縫對接”的重要途徑。 

11.四川湧興：創“1+3”服務新模式譜寫“楓橋經驗”新篇（2019

年 6 月 16 日 來源：中國員警網） 

四川省渠縣公安局湧興派出所始終牢記“對黨忠誠、服務人民、

執法公正、紀律嚴明”總要求，深入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

念，以黨建為統領，以創建最強支部為載體，以人民群眾滿意做為派

出所工作的第一標準，全面開展了戶籍業務改革、社區警務改革和切

實解決好群眾急難問題的“1+3”服務群眾新模式，不斷創新服務群

眾方式方法，最大限度方便和服務人民群眾，切實有效提升了轄區人

民群眾的“三感一度”，紮實構建了安全穩定、親民和諧的轄區社會

大局環境。 

12.山西：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山西要這樣幹！（2019 年

6 月 10 日 來源：澎湃新聞）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20/content_11522289.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20/content_11522289.htm
http://www.cpd.com.cn/n1695/n12021581/n12021602/201906/t20190616_840514.html
http://www.cpd.com.cn/n1695/n12021581/n12021602/201906/t20190616_840514.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64433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64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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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委省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學習推廣“楓橋經驗”，把堅

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為引領全省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新

動力。首先，堅持黨建引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構建共建共治共用

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黨的領導是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根本保證。

其次，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努力探索多樣化的

基層治理方法和經驗。再次，綜合運用資訊技術等現代方式，建立上

下聯動、左右協調基層矛盾糾紛預防和化解機制，健全源頭治理、動

態管理、應急處置的“全程聯動”模式。以智慧化、專業化為抓手，

把重心和資源下沉基層，提高基層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和水準，

及時有效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力爭小事不出村

（社區），大事不出鄉鎮（街道），矛盾不上交。 

13.雲南：新時代“楓橋經驗”開創保山基層治理新局面（2019 年

6 月 5 日 來源：保山日報） 

近年來，騰沖市公安局以五合派出所為試點，推行“五民工作

法”，構建警民共同體，以“楓橋經驗”引領基層治理創新，轄區矛

盾糾紛由高峰期 2014 年的 386 起下降至 135 起，下降 65%，連續 5 年

實現警情、刑事案件下降和命案“零發案”，為全市公安新時代社會

基層治理提供了成功的樣本。 

在化解消除矛盾風險上，五合派出所先讓管委會調解各村寨的矛

盾糾紛，如果調解三次不成功才能向上一級申請調解，實現了“小事

不出村”。為成功化解矛盾糾紛，成立形成了民間調解、行政調解、

司法調解、治安調解 “四位一體”的矛盾化解合力。同時民警還發

揮主體作用，轉換身份角色，消除人民群眾的誤會，解答人民群眾的

疑問，解決人民群眾的切實困難，把矛盾化解在基層。 

14.貴州安順：多元化解糾紛網是這樣“織就”的（2019 年 6 月 27

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近年來，貴州省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積極推動矛盾糾紛多元化調

http://www.baoshan.cn/2019/0605/27721.shtml
http://www.baoshan.cn/2019/0605/27721.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6/27/content_11527763.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6/27/content_115277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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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平臺建設，目前已在全市設立各級各類人民調解組織 1252 個，涉

及醫患、道路交通事故、環境保護、物業管理、旅遊、勞動爭議等領

域，全市共有人民調解員 5147 名，2018 年共調解各類糾紛 5827 起，

調解成功 5482 起。 

當村民有矛盾糾紛時，先由所屬村民小組的調解小組先行調解；

調解不成功的，再由矛盾糾紛協調會（老協會）調解；老協會調解不

成功的，再交由村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正是由於這種分級調解機制，

讓塘約村連續三年沒有任何一個矛盾糾紛進入司法程式，村裡的三級

調解機制成功化解了 98 件矛盾糾紛。為了讓調解依法進行，法院協

助村支兩委完成了符合法律規定的《塘約村村規民約》《塘約村“紅

九條”》《塘約村黑名單制度》等。同時，鮑思梅還會每月進一次村

民組，並對村人民調解委員會成員進行專門培訓，確保村裡的調解工

作能夠依法進行。 

15.青海：12348 熱線來了，公證都能上門服務了……（2019 年 5 月

7 日 來源：青海日報） 

因地制宜靶向施策公共法律服務事項實現“網上辦”。 西寧市

司法局以“互聯網＋”公共法律服務為工作切入點，借助“互聯網＋”

和“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實現公共法律服務互聯互通互享的目標；

運用公共法律服務智慧型機器人、智慧法律服務亭等為群眾提供自助

法律服務，實現法律服務零延時、零距離、零差錯。 

發揮職能主動作為當好化解矛盾糾紛的“防火牆”。 為貫徹落

實司法部、住建部《關於開展律師參與城市管理執法工作的意見》（以

下簡稱《意見》），充分發揮律師在促進依法行政、化解矛盾糾紛中

的職能作用，根據《律師法》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聯合市城管局下

發了《關於律師參與城市管理執法工作的辦法》。通過政府購買法律

服務的方式，為城市管理執法隊伍提供法律服務，促進規範文明執法，

引導城市管理相對人依法理性表達訴求，充分發揮律師在預防和化解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07/content_1151948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07/content_115194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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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中的重要作用。 

（二）法院審案新探索 

1.全國首例採用 5G 技術全程線上審理行政案在廣州開庭（2019 年

6 月 15 日 來源：新快報） 

6 月 13 日上午，廣州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訴廣州市市場監督管

理局行政處罰決定、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覆議決定一案，在廣州互聯

網法院線上公開開庭審理並當庭宣判。該案是廣州互聯網法院自去年 

9 月掛牌成立後開庭審理的首例行政訴訟案件，也是全國首例利用 

5G 技術全程線上審結的行政訴訟案件。 

作為全國首例全程線上審結的行政案件，庭審全程使用 5G 技

術信號保障，並採用 4K 畫質進行即時線上庭審。基於 5G 網路，智

慧法庭可確保超高清晰音視訊傳輸，完成高品質庭審。庭審採用智慧

語音辨識技術，形成“視訊 + 音訊 + 文字”多種媒體、即時同步的

智慧記錄體系，真正實現“無人智慧記錄”。 

2.廣州互聯網法院“E 法亭”完成首秀！（2019 年 5 月 13 日 來

源：智慧法院進行時（公眾號）） 

亭身由透明鋼化玻璃搭建而成，比普通電話亭略大一些，外觀簡

約、時尚。內部有兩副耳機、高清攝像頭、CPE 以及一整套自助訴服

終端，當事人可以實現自助存證、自助立案、自助開庭、自助列印文

書等多項訴訟服務。 

5 月 6 日下午 2：30，廣州互聯網法院通過“E 法亭”將一起侵

害作品資訊網路傳播權糾紛案的庭審直接“搬”到了展會現場。“E

法亭”終於迎來了它的首秀！本次“隔空”庭審全程採用 5G+4K 技

術傳輸，畫面清晰穩定，僅用時 27 分鐘即完成“跨時空”舉證、質

證、辯論等全部庭審活動。 

3.廣東：一鍵分流，東莞第一法院多元解紛 666（2019 年 6 月 20 日 

來源：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6/15/content_11525896.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6/15/content_11525896.htm
https://mp.weixin.qq.com/s/BtcGdX8JAq02iKiPswJPmg
https://mp.weixin.qq.com/s/BtcGdX8JAq02iKiPswJPmg
https://mp.weixin.qq.com/s/P7ug1_8Mr98DdRjdkm8qeA
https://mp.weixin.qq.com/s/P7ug1_8Mr98DdRjdkm8q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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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依託廣東法院訴訟服務網多元訴調

平臺，推行“一鍵分流、多元化解”機制，將 12 個專職調解辦公室、

11 個律師調解工作室、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交調中心、醫調委、

金消協等納入平臺，實現了訴調對接資訊共用、資源整合。 

一鍵分流：當事人提交立案，分案小組在訴調平臺甄別為可調解

案件後，根據律師調解工作室擅長領域、特邀調解對口範圍、當事人

所在地的原則分流到相應調解單位。 

律師調解：律師調解工作室管理員收到分流案件通知後，登錄平

臺可流覽案件電子卷宗，案件必須在 7 天內開展調解，30 天內完成調

解。 

4.廣東：全國首個法院駐口岸知產糾紛調處中心“開張”（2019 年

5 月 23 日 來源：金羊網） 

5 月 21 日下午，廣東南沙自貿區法院駐口岸智慧財產權糾紛調

處中心（以下簡稱“調處中心”）首次對一宗侵犯商標權糾紛進行調

解，2 小時即告成功。“調處中心”最明顯的優勢就是快！調解過程

只 2 小時，司法力量從矛盾源頭介入後，被控侵權人更早承擔起調查、

處理侵權環節中應當承擔的責任和費用，法律文書後作出後，權利人

也能及時獲得賠償。達成和解協定後，根據當事人申請，南沙自貿區

法院會出具民事裁定書，對和解協定的內容進行確認，賦予其法律強

制效力。如果日後有一方不履行協定內容，另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申

請執行，使得後續民事賠償問題得到保障，避免侵權人反悔。調處中

心旨在實現司法提前介入進出口源頭，當事人不用到法院立案，直接

在糾紛的第一現場就可提供調解，實現對智慧財產權侵權糾紛的提前

預防、訴前化解，以提升糾紛解決效率，降低企業維權成本。 

5.北京互聯網法院移動微法院上線，更多功能等您來解鎖！（2019

年 5 月 15 日 來源：京網法事（公眾號）） 

近日，北京互聯網法院移動微法院正式上線運行。北京互聯網法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23/content_11522887.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23/content_11522887.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15/content_11522321.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15/content_115223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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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全流程線上”為突出特點，目前，電子訴訟平臺的線上審理流

程已經日益完善。移動微法院的上線，是我們進一步加強線上審判立

體化建設的重要舉措。當事人可以選擇電腦、手機，通過電子訴訟平

臺、移動微法院等參與訴訟。未來，我們將提供更加便捷、友好的訴

訟服務，不僅讓當事人“一次都不用跑法院”，更讓當事人的用戶體

驗不斷提升。 

6.北京法院打造“立體化線上立案系統” 網上預約立案 24 小時

不“打烊”（2019 年 5 月 8 日 來源：京法網事（公眾號）） 

5 月 8 日上午，北京高院在朝陽法院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立

體化線上立案系統”便民服務功能，承諾網上預約立案 24 小時“不

打烊”。“立體化線上立案系統”包括網上預約立案、微信預約立案、

京津冀跨域立案、微信快速立案四項主要內容。北京高院副院長蔡慧

永介紹，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可以在電腦端登錄北京法院審判資訊網的

網上預約立案系統，或者在手機微信介面，關注“北京法院微訴訟”

平臺微信公眾號，線上提出預約立案申請，並在指定時間到法院辦理

立案手續，從而實現網上或微信預約立案。 

目前，北京法院還與天津、河北法院共同建立了京津冀跨域立案

工作機制，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可以通過法院自助立案平臺提交起訴材

料及證據，符合受理條件的，由管轄法院直接予以登記立案，當事人

在“家門口”就可立案。 

7.北京互聯網法院開淘寶店做微淘達人：讓天下沒有難打的官司

（2019 年 6 月 27 日 來源：天下網商） 

6 月 27 日，北京互聯網法院召開新聞發佈會，上線淘寶版“智慧

訴服中心”，正式成為首家入駐微淘的人民法院。 

微淘帳號現有五大“好貨”：智慧訴服、互動問答、E 案推送、

旺旺送達、北互風采。其中“智慧訴服”將訴訟服務搬到了微淘帳號

上，淘寶用戶只需關注帳號，就可一鍵連結移動微法院，掌上即可立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08/content_11520047.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9-05/08/content_11520047.htm
http://www.iwshang.com/Post/Default/Index/pid/260288.html
http://www.iwshang.com/Post/Default/Index/pid/2602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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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調解、庭審、存證，享受一站式訴訟服務。新開通的“AI 法官”，

則是通過虛擬技術合成、將真實的法官形象呈現為 3D形態，通過“一

問一答”為當事人全方位解疑釋惑，提供一站式全流程訴訟指導。 

8.江蘇南通：用智慧之鑰開啟法院新時代（2019 年 5 月 10 日 來

源：人民法院報） 

5月 6日至 8日，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亮相由國家網信辦、

發改委、工信部等聯合主辦的第二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近年來，南

通中院深入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資訊化，借助智慧法院

這把鑰匙，開啟集智慧訴服、智慧審判、智慧執行、智慧警務和智慧

政務“五位一體”的法院新模式，為案件辦理增效，讓審判人員減負。 

作為全省訴訟案件網上同步公開項目試點法院，南通中院除了完

成網上立案，還立足當前當事人訴訟服務多元化需求，不斷推進審判

流程資訊和案件正卷在網上同步公開。當事人可通過訴訟服務平臺即

時查看案件卷宗及審理進程。電子卷宗系統聚焦服務法官辦案，各類

資訊會自動“跑”到相應卷宗目錄下歸類排序，法官可以隨時分類調

取訴訟材料。 

9.南京新版網上訴訟服務中心平臺正式上線！這些便民利民的技

能等你解鎖（2019 年 6 月 16 日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眾號）） 

最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啟用新版網上訴訟服務中心平臺，

這是南京法院據“智慧法院建設全面深化年”要求採取的又一行動

措施。新版網上訴訟服務中心，可以提供兩種智慧服務、三個不見面、

四大公開平臺、五組通道。 

兩種智慧服務包括智慧糾紛預診和智慧法律諮詢，把非訴糾紛解

決機制挺在前面。新版網上訴訟服務中心平臺以不見面立案、不見面

證據交換、不見面庭審為依託，從群眾“少跑腿”走向群眾“不跑

腿”。 進一步推進司法公開，裁判文書、庭審網路直播、執行資訊、

審判流程四大公開平臺全面助力司法公信提升。新版網上訴訟服務中

https://mp.weixin.qq.com/s/Vel7JAROUXYuJJIPq_ZsEQ
https://mp.weixin.qq.com/s/Vel7JAROUXYuJJIPq_ZsEQ
https://mp.weixin.qq.com/s/F5QnxvduFMyWjjAJWNWznA
https://mp.weixin.qq.com/s/F5QnxvduFMyWjjAJWNWz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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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臺共有五組通道：當事人通道、律師通道、檢察官通道、陪審員

通道、社會公眾通道，為眾多主體提供便捷高效、具有針對性的服務。 

10.浙江衢州衢江法院：推動金融糾紛“訴源”治理（2019 年 6 月

10 日 來源：衢江法院）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區人民法院在認真總結審判規律和類案特點

的基礎上，借助社會力量，依靠資訊化平臺，創新性地提出“律師調

解+司法確認”的金融糾紛解決模式，走出了一條司法助推綠色金融

改革的新路徑。衢江法院因勢利導，積極引導律師參與金融糾紛快速

處置，通過發揮律師的專業優勢，為雙方當事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促成還款協定的達成，並更好保障協定的合法性與規範性，防範虛假

訴訟的產生。為確保參與調解的律師保持中立，所有合作律師事務所

都向法院出具概括性承諾書，承諾在調解活動中秉承誠信原則，如違

反規定則自願接受行業處分和行政處罰，情節嚴重者還將被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11.福建高院與省工商聯打造商事糾紛多元化解平臺（2019 年 5 月

9 日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眾號）轉自人民法院報） 

日前，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與福建省工商業聯合會出臺《關於發

揮商會調解優勢推進民營經濟領域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實施意

見（試行）》，要求發揮商會調解的獨特優勢，強化解紛功能作用，

堅持以使用者體驗為導向，打造商事糾紛多元化解平臺，依託“互聯

網+”技術，實現跨域解紛、全流程解紛、指尖解紛。 

針對民營企業司法需求的便捷性、多元性和高效性，福建高院將

積極推進糾紛多元化解線上平臺建設，完善線上調解、線上立案、線

上司法確認等功能，增強線下與線上功能的互補聯動，實現調解組織

“跨域”精准匹配和立案、調解、訴訟、執行各環節的融合貫通。對

標的額較小的民商事糾紛，且當事人住所地不在調解組織所在地或行

動不便無法到場參加調解的，引導當事人使用“線上法院”APP 進行

https://mp.weixin.qq.com/s/3yESFRfanOeoP6NXWNwhpA
https://mp.weixin.qq.com/s/3yESFRfanOeoP6NXWNwhpA
https://mp.weixin.qq.com/s/kyWAS74qjXyZ8x6xsu2cjg
https://mp.weixin.qq.com/s/kyWAS74qjXyZ8x6xsu2c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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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不斷提升民營企業家對訴訟服務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12.福建：未來已來！全國首場 5G+VR 庭審直播——真假“鹿角

巷”案之爭（2019 年 6 月 20 日 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6 月 20 日，網紅品牌“鹿角巷”著作權之爭在福建省廈門市思

明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此案備受關注的原因，除“鹿角巷”自帶的

網紅屬性外，庭審活動首次通過 5G 技術進行網路直播的這一亮點也

吸引了 1200 萬網友線上觀看旁聽。 

廈門是全國首批 5G 商用城市之一，而廈門思明區法院已實現審

判法庭 5G 信號全覆蓋。因為 5G 技術的支援，即使在手機端也能 360

度觀看庭審。據廈門移動網路部孫立傑博士介紹，本次直播的法庭有

設置 VR 攝像頭，可以 360 度拍攝現場畫面，同時通過 5G 網路上傳

終端後，網友可通過手機觀看全景視頻。5G 將提供千兆的接入速率、

毫秒級的網路時延、每平方公里一百萬的連接能力，隨著 5G 技術的

推廣運用，智慧法院建設必將邁上一個新臺階。 

（三）公司行業新動態 

1.大連司法局與騰訊雲簽署協定 東北首個“智慧調解”平臺上

線（2019 年 6 月 27 日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遼寧省大連市司法局與騰訊雲近日在深圳簽訂戰略合作協定，這

是北方地區首家司法行政機關與騰訊公司在資訊化建設上的全面合

作，東北首個“智慧調解”平臺同期上線。大連“智慧調解”平臺作

為東北地區首個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化人民調解系統，深度整合騰訊公

司的多使用者、大資料、大平臺和騰訊雲合作夥伴業務系統開發優勢，

在全市 200 名調解員持有的移動服務終端上配備人民調解地圖，支持

當事各方與調解員進行線上視頻調解，足不出戶即可化解矛盾糾紛。

“智慧調解”實現了調解工作業務線上和線下的無縫對接，線上對人

民調解工作實現全過程管理，對重大矛盾調解過程進行監督管控，對

平臺業務資料進行統計分析，通過資料可以掌握矛盾糾紛發生的重點

https://mp.weixin.qq.com/s/sn5jOY1LrfQRUYKZnCQw3Q
https://mp.weixin.qq.com/s/sn5jOY1LrfQRUYKZnCQw3Q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9-06/27/content_7917587.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9-06/27/content_79175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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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和關注焦點。對於矛盾糾紛的重點區域進行預警並協調有關部門

迅速處置，努力提升矛盾糾紛化解的可預見性。 

2.全球首個 AI 虛擬法官發佈 搜狗聯合北京互聯網法院共推司法

智慧發展新進程（2019 年 6 月 27 日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搜狗分身技術在 AI 領域又一次實現突破與創新。6 月 27 日，搜

狗與北京互聯網法院聯合舉行新聞發佈會，對外發佈全球首個“AI虛

擬法官”，旨在通過北京互聯網法院的線上智慧訴訟服務中心為民眾

提供更為便捷、高效的線上訴訟服務。這也是搜狗分身技術藉由 AI

合成主播在媒體領域全面應用之後，在司法領域的首次落地。 

搜狗“AI 虛擬法官”是全球首例人工智慧合成法官，也是北京

互聯網法院“線上智慧訴訟服務中心”的一大亮點。在服務中心，

“AI 虛擬法官”可以即時線上為用戶提供“智慧導訴”服務，就像

一位元“交通指揮官”，引導使用者更流暢地使用網路訴訟平臺，實

現使用者全程線上操作的自主化。 

3.海澱區仲裁院與中智公司舉行多元化調解合作簽約儀式（2019

年 5 月 10 日 來源：北京海澱區政府網） 

2019 年 5 月 10 日，海澱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與中國國際技術

智力合作有限公司舉行多元化調解合作協定簽約儀式，攜手打造多元

化勞動人事爭議處理機制。海澱區仲裁院院長王春澤介紹了區勞動爭

議調解工作情況，強調近年來海澱區仲裁院凝聚多元力量，打造科學

完備的矛盾多元化解新機制，發揮預防調解基礎性、前端性作用, 加

強仲裁專業化和服務現代化建設,不斷開創勞動人事爭議處理新局面，

使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此次合作是海澱區仲裁院吸納社會多元力量參與勞動爭議案前

調解的又一項舉措，雙方將以“服務群眾”為準則，促進區勞動關係

和諧、穩定、健康發展。 

4.海規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中院等多方合作：全國首個證券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6-27/doc-ihytcitk8154565.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6-27/doc-ihytcitk8154565.shtml
http://www.bjhd.gov.cn/zfxxgk/auto4496_51791/auto4496_52699/auto4496/auto4496/201905/t20190516_4319385.shtml
http://www.bjhd.gov.cn/zfxxgk/auto4496_51791/auto4496_52699/auto4496/auto4496/201905/t20190516_4319385.shtml
http://www.zqrb.cn/money/qihuo/2019-06-06/A1559755468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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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糾紛智慧化解平臺發佈（2019 年 6 月 6 日 來源：證券日報） 

為了落實《關於全面推進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

關於“充分運用線上糾紛解決方式開展工作”的要求，堅持發展新時

代“楓橋經驗”，浙江證監局與杭州中院、浙江證券業協會、海規網

路科技有限公司等多方通力合作，歷時 10 個月，成功開發了智慧化

解平臺，期間得到了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大

力支持和投保基金公司、投資者服務中心等專業機構的鼎力協助。智

慧化解平臺的建成，進一步便利了投資者通過調解和訴訟維權，實現

由“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用跑”。智慧化解平臺是浙江證監局、

杭州中院等有關單位探索運用現代互聯網技術提升政務服務水準、解

決證券期貨糾紛、加強投資者保護的新進展，是證券期貨監管部門與

司法機關精誠合作推動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階段性成

果。 

智慧化解平臺是全國首個正式發佈的實現訴訟與調解流程“無

縫對接”的證券期貨糾紛線上化解平臺，旨在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

維權救濟服務，通過“投資者少跑腿、資料多跑路”，實現投資者“足

不出戶”化解糾紛，具有集成化、智慧化、開放化等多個特點。 

5. 全國多家仲裁委攜手亦筆科技推出網路仲裁平臺（2019 年 6 月

24 日 來源：熱度經濟觀察） 

目前，全國已有多家仲裁機構與亦筆科技合作推出網路仲裁平臺，

包括：南京仲裁委員會、南昌仲裁委員會、福州仲裁委員會、南寧仲

裁委員會等，成功幫助金融機構找到了一種合規的、高效的糾紛解決

機制。互聯網仲裁在解決金融涉網糾紛上具有主體數量龐大、主體地

域分佈廣、證據電子化程度高等特性，可以充分發揮互聯網仲裁可批

量處理、無地域管轄、保密性高、速度快等天然優勢。符合條件的當

事人進入平臺，進行註冊後就可以發起互聯網仲裁申請，立案—受理

—舉證—質證—開庭—裁決—送達，全部仲裁程式都可以在網上完成。 

http://www.zqrb.cn/money/qihuo/2019-06-06/A1559755468605.html
http://finance.ifeng.com/c/7nlkYJ5Opyr
http://finance.ifeng.com/c/7nlkYJ5Op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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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新政策類動態 

（一）相關領導講話 

1.最高法 周強：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 為群眾提供多種

解紛管道（2019 年 6 月 13 日 來源：中國長安網） 

6 月 12 日-13 日，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在江西南昌召開。會

議圍繞落實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的要求，進一步明確人民

法院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建設的目標要

求和思路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強調，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現代化

訴訟服務體系建設，要堅持問題導向，支援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發展，

健全分層遞進、銜接配套的糾紛解決體系，加強糾紛源頭治理、綜合

治理，為人民群眾提供多種解紛管道，進一步降低解紛成本，讓法院

真正回歸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職能定位上來。要健全

開放共用、多元共治的訴訟前端糾紛解決機制，探索建立調解前置程

式，精准對接人民調解、行業調解、專業調解，有效銜接行政調解、

行政覆議、仲裁、公證，為群眾提供多途徑、多層次、多種類的糾紛

解決方案。要深入研究本地區矛盾糾紛類型特點和訴訟態勢，針對勞

動爭議、道路交通、婚姻家庭、醫療事故、金融商事等糾紛多發易發

領域，加強與工會、婦聯、共青團、商會、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農

業農村、交通、醫療等部門的聯動對接，完善類型化糾紛一站式解決

機制，促進大量糾紛通過調解、和解等方式訴前化解。 

2.司法部傅政華：加快建成覆蓋全業務、全時空的法律服務網路

（2019 年 5 月 20 日 來源：中國長安網） 

傅政華表示，中國法律服務網上線一年來，司法部認真貫徹落實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努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和司法為民的宗旨。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的重要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9-06/13/content_1152576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9-06/13/content_11525768.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9-05/20/content_11522425.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9-05/20/content_115224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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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深化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加快整

合律師、公證、司法鑒定、仲裁、司法所、人民調解等法律服務資源，

加快建成覆蓋全業務、全時空的法律服務網路，人民群眾享有的基本

公共法律服務品質和水準日益提升。 

傅政華強調，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公共法律服務工作，在今年

1 月份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化公共

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加快整合律師、公證、司法鑒定、仲裁、司法所、

人民調解等法律服務資源，儘快建成覆蓋全業務、全時空的法律服務

網路，努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慧精准的公共服務。 

3.郭聲琨：以智慧化為牽引推動新時代政法工作創新發展（2019 年

6 月 14 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第二次新時代政法工作創新交流會 12 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會上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中央政法工作會議精神，把握科技

革命最新趨勢，堅持高起點規劃、大融合建設、智慧化應用、安全性

發展，以智慧化為牽引，推動新時代政法工作創新發展，更好地打擊

犯罪、保護人民、維護穩定。 

要拓展“互聯網+”模式的深度應用，推動社會治理、司法運行、

公共服務等工作機制創新，用大資料、人工智慧重塑組織結構、再造

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務品質。 

（二）相關政策規定 

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化執行改革健全解決執行難長效機制的

意見》——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綱要（2019—2023）（2019 年 6 月 11 日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網） 

…… 

19.完善立審執協調配合機制。強化執行立案審查，有條件的法院

可將恢復執行，調解書、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執行，執行異議、

https://mp.weixin.qq.com/s/WcYchrnih5BsrEBdExEsmA
https://mp.weixin.qq.com/s/WcYchrnih5BsrEBdExEsmA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3022.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3022.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3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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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監督等特定案件立案審查工作交由執行局負責，或建立執行局

參與特定案件執行立案審查工作機制。建立立案階段提示執行不能風

險制度，使當事人對訴訟結果及執行結果有合理預期。加強保全立案，

推廣保全保險擔保、執行事務中心工作機制。探索多元糾紛化解機制，

由執行人員參與訴前、訴中調解，一攬子化解矛盾，實現案結事了。 

…… 

（五）深化以現代資訊技術為支撐的執行模式變革 

24.完善“1+2+N”執行資訊化系統。 

25.完善四級法院統一的執行辦案平臺。 

26.加快推進執行指揮中心實體化運行。 

27.完善人民法院網路執行查控系統。 

2.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為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改革提供

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的通知（2019 年 6 月 21 日 來源：最高人民法

院） 

…… 

16、全面推動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推廣證券示範判決機

制。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落實《關於全面推進證券

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依靠市場各方力量，充分調動

市場專業資源化解矛盾糾紛，推動建立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的糾紛化

解和賠償救濟機制。對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引

發的民事賠償群體性糾紛，需要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判決宣示法律規則、

統一法律適用的，受訴人民法院可選取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上具有

代表性的案件作為示範案件，先行審理並及時作出判決，引導其他當

事人通過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解決糾紛，加大對涉科創板矛盾

糾紛特別是群體性案件的化解力度。 

3.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

的指導意見》（2019 年 6 月 23 日 來源：新華網）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5432.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5432.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5432.html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23/c_1124660343.htm?agt=15438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23/c_1124660343.htm?agt=1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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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和改進鄉

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

貫徹落實。 

（十三）健全鄉村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堅持發展新時代“楓

橋經驗”，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健全人民調解員隊伍，

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覆議、訴訟等

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發揮資訊化支撐作用，

探索建立“互聯網+網格管理”服務管理模式，提升鄉村治理智慧化、

精細化、專業化水準。強化鄉村資訊資源互聯互通，完善資訊收集、

處置、回饋工作機制和聯動機制。廣泛開展平安教育和社會心理健康

服務、婚姻家庭指導服務。推動法院跨域立案系統、檢察服務平臺、

公安綜合視窗、人民調解組織延伸至基層，提高回應群眾訴求和為民

服務能力水準。 

4.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 安徽印發《關於推進商會人民調解工作的

實施意見》（2019 年 6 月 14 日 來源：安徽時代資訊網） 

近日，安徽省高院、省工商聯、省司法廳聯合印發《關於推進商

會人民調解工作的實施意見》，部署推進全省商會人民調解工作，為

民營經濟高品質發展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 

《意見》指出，商會人民調解是人民調解工作在非公有制經濟領

域的延伸，加強商會人民調解工作，對促進商會調解規範化、法治化

發展，為非公有制企業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意見》要求，各級工商聯和司法行政機關要加強組織領導、協

作配合，在商會組織依法設立商會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組織要建立

健全各項規章制度，統一使用司法部印發的調解格式文書，規範管理

台賬，不斷強化調解工作規範性。人民法院要將商會人民調解工作納

入訴調對接平臺建設，設立商會人民調解工作室，引導當事人優先選

擇商會人民調解組織解決糾紛，對經調解達成協議的，依法確認效力；

http://www.sdxx.cn/Article1.asp?Tid=22&Ntype=14&Id=196748
http://www.sdxx.cn/Article1.asp?Tid=22&Ntype=14&Id=19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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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不成的，依法及時審理裁判，推動商會人民調解與訴訟程式的有

機銜接。 

5.龍海市司法局印發《關於全域完善聯片調解工作機制 推進高品

質多元化解糾紛的意見》的通知（2019 年 6 月 20 日 來源：龍海市司

法局） 

二、工作任務 

（一）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1.成立巡迴調解組。四個片區巡迴調解組要加強與市司法局聯片

調解與多元化解糾紛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的聯繫及片區內各鄉（鎮）

場“聯片調解網格站”的對接協調，及時介入指導、參與片區內矛盾

糾紛的聯排、聯調工作。 

2.司法所牽頭協調。 

3.突出村（居）一級調解組織的作用。全市各村（居）設聯片調

解室，負責本村（居）範圍內矛盾排查、調處或接受鄉（鎮）場聯片

調解日的工作…… 

（三）健全源頭治理系統化運行模式。 

3.“四調”對接，增強聯片調解解紛效果。積極推動“公調對

接”、“訴調對接”“檢調對接”“訪調對接”工作開展，提升矛盾

糾紛多元化解工作的整體水準。各司法所要積極推進與當地法庭、派

出所和巡迴檢察室的工作對接，立足自身職能，完善調解工作對接聯

動機制，切實做到把矛盾糾紛化解在源頭、化解在訴前、化解在基層。 

6.河南省：偃師市印發《偃師市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實施意見》（2019

年 6 月 10 日 來源：市司法局） 

《意見》要求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組織建設。完善組織網路‘加

強科學化規範化管理。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依法推選人

民調解委員會，明確人民調解員職責任務。 

目前，全市共有人民調解委員會 262 個，人民調解員約 940 人，

http://www.longhai.gov.cn/cms/html/lhsrmzf/2019-06-20/1979762201.html
http://www.longhai.gov.cn/cms/html/lhsrmzf/2019-06-20/1979762201.html
http://www.longhai.gov.cn/cms/html/lhsrmzf/2019-06-20/1979762201.html
http://www.yanshi.gov.cn/New_View_14533.php?id=21318&shuoming=《偃师市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实施意见》解读&cat=98
http://www.yanshi.gov.cn/New_View_14533.php?id=21318&shuoming=《偃师市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实施意见》解读&cat=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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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化解矛盾糾紛 2500 件左右。 

四、行業內理論研究 

1.龍飛：人工智慧在糾紛解決領域的應用與發展（2019 年 6 月 20

日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人工智慧在糾紛解決領域發揮著重要的功能作用，在訴訟領域的

立案、分案、庭審、裁判、執行階段都有深度應用；在非訴糾紛解決

領域也通過線上糾紛解決平臺實現智慧化目標。但是，也同樣面臨著

巨大的挑戰和困難。難點一，法律大資料的不充分、不客觀、結構化

不足導致人工智慧的基礎不牢。難點二，線上糾紛解決平臺解紛功能

還較簡單。目前，人工智慧在比較分析任務中作用較為明顯，在認知

推理任務方面尚未達到突破性進展。所以，必須規劃設計人工智慧的

識別模型、定義模型、連結/關係模型、輸出模型等模型，構建“人

工智慧+糾紛解決機制”架構，運用 “對話+推理”的認知識別方法，

才能真正建立起“互聯網+”時代的智慧化、全方位的糾紛解決體系，

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建設提供大資料分析和決策參考。 

在人工智慧時代，各類糾紛突破空間、地域壁壘，突破國界、管

轄限制，這將給訴訟制度帶來巨大變革；當事人資訊、財產資訊、信

用狀況等均可以在網上調取，通過大資料、雲計算為建構的社會信用

體系將逐漸形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糾紛解決流程設計，將極大增加

當事人糾紛解決途徑的可選擇度；司法系統高度結構化的改造，將大

大降低當事人進入司法通道的成本；系統結構化自動推送相關法律條

文與相關司法案例，有利於當事人預判糾紛解決結果而作出明智選擇；

線上庭審的陽光透明司法，可以讓廣大民眾實現網上全流程的法律教

育。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經過多年的實踐運行，在糾紛化解、權利保障、

社會治理等多方面各層次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在人工智慧技術運用

方面還遠遠不夠。我們應通過人工智慧將風險社會置於法治社會的背

https://mp.weixin.qq.com/s/kPXbBNMM71EQYJuI_88X-A
https://mp.weixin.qq.com/s/kPXbBNMM71EQYJuI_88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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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中，建構人工智慧時代的法律制度。 

2.周建華：美國聯邦法院附設調解的困境分析（2019 年 5 月 26 日 

來源：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公眾號）） 

聯邦法院附設調解的實效有限性。聯邦法院系統中的大多數法院

雖然會授權一種 ADR 程式的適用，其中以調解為主，但是適用 ADR

的案件依然只是法院案件總量中的小部分，甚至連 1/5 還未到。 

聯邦法院附設調解的適用差異性。聯邦法院在所有訴訟中都有權

為“促進和解”，命令訴訟律師和其他無訴訟律師代理的當事人參與

審前會議或上訴會議，參與會議的訴訟律師必須保證已經獲得可以進

行和解的授權；適當時法院有權要求當事人或其代表親自參與和解，

或在會議期間能通過其他合理手段與之取得聯繫；法院依據會議結果，

有權發佈命令，控制訴訟程式的進程或執行和解協定。其他方面則取

決於各法院的具體規則，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聯邦法院附設調解發展困境的突破途徑：與傳統對抗制訴訟文化

融合；消除與民間調解組織之間的隔閡；加強立法，規範調解中的正

當程式。 

3.張玉潔：區塊鏈技術的司法適用、體系難題與證據法革新（2019

年 6 月 7 日 來源：法學學術前沿） 

區塊鏈技術的證據化應用，改變了傳統證據法的證據結構，也促

使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以司法解釋方式認可了區塊鏈證據的合

法性。但細觀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的資訊網路傳播權益爭議案可以發

現，區塊鏈證據的法治意義絕不僅限於“新興電子證據”這一簡單定

位，而是對現行證據法體系的一次全面革新，如證據資格認定、原件

理論和證明範式等，這是現行證據法體系無法直接回應的。因此，我

國的證據法體系在區塊鏈證據的推動下，必將邁向法治主義與技治主

義互動的新型證據法治形態，進而分化出“線上證據審查認定規則”

與“線下證據審查認定規則”兩種證據規則。同時，以區塊鏈為代表

https://mp.weixin.qq.com/s/u0TIQH-U9Y5Vj0SiY9J94g
https://mp.weixin.qq.com/s/u0TIQH-U9Y5Vj0SiY9J94g
https://mp.weixin.qq.com/s/KJOVrKo7nCW9rN4TmwS5vw
https://mp.weixin.qq.com/s/KJOVrKo7nCW9rN4TmwS5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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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科技在證據法體系中受到科技的自我抑制、法律與道德的外部

阻卻。 

主編: 郭文利                      責任編輯: 王麗慧、裘瀅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