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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 ODR最新動態 

1. 美國：CourtCall 和 ARS 聯手提供線上爭議解決服務（2019 年

10 月 17 日 來源：PR Newswire） 

2019 年 10 月 17 日，CourtCall 與佛羅里達州 Coral Springs 的仲

裁決議服務（ARS）有限公司達成合作協定，為客戶提供線上的仲裁

和調解服務。ARS 正在通過其基於雲計算的 ADR 和 ODR 計畫徹底

改變爭議解決領域，為用戶提供“虛擬”仲裁和調解服務。CourtCall

是法律科技行業的領導者，致力於通過電話和視訊會議為審訊和宣

誓作證提供便利。現在由 CourtCall 提供技術支援，將其數位證據提

交流程與視頻和電話會議相結合，用非常簡單、經濟高效且私密的

方式為客戶解決糾紛。 

2. 美國：Yolo 法院啟用線上爭議解決平臺（2019 年 10 月 13 日 

來源：Davisenterprise） 

Yolo 高等法院宣佈推出新的線上爭議解決平臺，使公民能夠隨

時隨地線上使用司法系統並參與司法活動。該項新計畫將會指導各

當事方逐步完成小額索賠糾紛的解決，協助達成最終協定。Yolo 高

等法院是該州第一批為小額索賠糾紛提供此類線上糾紛解決方案的

法院之一。通過法院與 Yolo 爭議解決調解員、泰勒技術公司的合作，

現在當事人只要通過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訪問該平臺，就可以隨

時隨地參與並完成小額索賠糾紛的調解。一般情況下，爭議將在 30-

45 天內得到解決。如果雙方達成協議，但一方認為另一方沒有遵守

協議條款，案件可以重新審理。 

3. 澳大利亞：推出“世界第一”的線上爭議解決平臺

Immediation（2019 年 9 月 23 日 來源：itwire） 

法律科技（Legaltech）初創公司和線上爭議解決平臺 Immediation

在澳大利亞正式啟動。該公司表示，平臺旨在線上解決商業糾紛，為

用戶提供固定費用、快速高效且有專家協助的商業糾紛解決方案，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courtcall-and-ars-join-forces-to-provide-online-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300940768.html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courtcall-and-ars-join-forces-to-provide-online-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300940768.html
https://www.davisenterprise.com/local-news/yolo-courts-launch-online-dispute-resolution-platform/
https://www.davisenterprise.com/local-news/yolo-courts-launch-online-dispute-resolution-platform/
https://www.itwire.com/strategy/immediation-%E2%80%98world-first%E2%80%99-online-dispute-resolution-platform-launches.html
https://www.itwire.com/strategy/immediation-%E2%80%98world-first%E2%80%99-online-dispute-resolution-platform-launch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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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整個過程可以線上完成。當事方僅需要將其糾紛材料和證據上

傳至雲端，專業的調解員根據雲端相關材料和證據對此糾紛進行調

解、仲裁，並最終作出有約束力的決定。 

調解由 90 名獨立法律專家和爭議解決專家組成的小組支持，其

中包括前高級法官、法庭成員、大律師、仲裁員、調解員等，幫助線

上解決商業糾紛。目前，該公司將重點放在企業和企業之間，即 B2B

的糾紛上，但將來會將服務擴展到消費者市場。 

4. 歐盟委員會發佈第一份關於替代性爭議解決和線上爭議解決

的報告（2019 年 9 月 27 日 來源：lawsocieties.eu） 

2019 年 9 月 25 日，歐盟委員會發佈了關於歐洲替代性爭議解決

框架和線上爭議解決框架執行情況的第一份報告。該報告著重介紹

了兩個框架都允許的內容，包括允許消費者和商家的糾紛通過庭外

方式解決，即通過 460 個替代性糾紛解決機構對糾紛進行化解。委

員會的報告與他們加強消費者 ADR/ODR 框架的工作重點保持一致。 

報告還強調了對新的 ADR 框架仍未實施的擔憂，並列舉了限制

其效力的三個主要因素。首先是消費者和商家的認識水準雖然有所

提高，但在一些地區和零售部門仍然不夠，對 ADR 和 ODR 程式仍

然存在誤解。第二個是 ADR 在國家呈現出的多樣性，使消費者和商

家難以適應。最後，報告詳細評估了商家參與 ADR 的程式，並指出

目前只有三個商家願意使用 ADR。 

5. 英國：技術糾紛裁決：解決糾紛的“新法庭”（2019 年 10 月

10 日 來源：JDSUPRA） 

2019 年 6 月，電腦與法律協會（SCL）宣佈，它正在制定合同裁

決程式以解決技術糾紛（SCL 程式）。該解決技術糾紛的新裁決程式

於 2019 年 10 月啟動。SCL 程式將提供一個替代“法庭”，以解決因

與技術相關的商品和服務的提供合同而引起的所有爭議，包括軟體

發展合同、外包安排、智慧合同和雲計算合同等。 

https://www.lawsocieties.eu/main-navigation/the-european-commission-publishes-its-first-report-on-alternative-and-online-dispute-resolution/6000364.article
https://www.lawsocieties.eu/main-navigation/the-european-commission-publishes-its-first-report-on-alternative-and-online-dispute-resolution/6000364.article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tech-disputes-adjudication-a-new-forum-57836/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tech-disputes-adjudication-a-new-forum-5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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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 程式的主要功能包括：為期三個月的解決技術糾紛的程式，

且對可能涉及的技術糾紛標的額大小或糾紛範圍沒有限制；從 SCL

設立的預先選定的評審員小組中選擇專家評審員，包括律師和（非

律師）IT 專家；除非雙方在隨後的訴訟或仲裁中（裁決後的六個月

內）重新提起爭議，否則裁決人的裁決具有臨時約束力。 

二、國內 ODR最新動態 

（一）多元解紛各地經驗 

1. 北京：通州行政覆議規範化頻出亮點 助力法治政府建設（2019

年 9 月 10 日 來源：京司觀瀾（公眾號）） 

通州區司法局立足副中心城市發展建設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兩個

大局，按照逐步推進、成熟發展、深化提升三個階段，實現行政覆議

流程有序化、文書標準化、人員專業化和辦公場所統一化。 

其中的亮點主要有：（1）基本實現行政覆議空間規範化。行政覆

議接待室設置多個功能室，並配備基本辦案設備，滿足辦公需求。（2）

在全市率先推行行政覆議“三公開制度”。制定相關檔，並在“北京

通州”官網開闢“行政覆議公開”欄目，及時公佈覆議決定、典型案

例、工作報告等資訊。（3）實現“最多跑一次”，打通服務群眾“最

後一公里”。目前，在通州區 17 個鄉鎮街道設立“行政覆議接待分

中心”。（4）規範審理流程“一把手”或主要負責人必須在答覆意

見上簽字。（5）規範資訊化建設，所有案件“入”平臺。（6）加強

隊伍規範化，科室定崗定編。 

2. 江蘇：揚州打造網格化公共法律服務新名片（2019 年 9 月 2 日 

來源：江蘇法制報） 

揚州市司法局積極探索中心城區公共法律服務的新路徑，借助基

層網格化平臺，將公共法律服務嵌入社會治理網格化服務之中，讓群

眾不出網格即可享受到高效、專業、便捷的法律服務。在街道層面，

https://mp.weixin.qq.com/s/3SJiVysDAgl_mla-551tRg
https://mp.weixin.qq.com/s/3SJiVysDAgl_mla-551tRg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5/2019-09/02/content_12285231.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5/2019-09/02/content_12285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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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區為網格單元，組織司法所工作人員和法律顧問積極參與街道網

格聯動服務日和儀式日，為重點人群提供法律諮詢和法律援助；在社

區層面，以社區樓棟為網格化服務點，組建“網格樓棟長服務群”，

將矛盾調解、法律諮詢、法治宣傳、特殊人群管理等各項司法行政職

能整合入網，提供綜合服務；在居民層面，依託居民家庭，組建居民

互助網格服務體系，以“鄰里守望相助”為核心，動員組織黨員志願

者等，帶動社區群眾依法維權、合理表達訴求，通過“街道—社區—

網格”三層閉環服務體系，全方位解決群眾基本法律需求。 

3. 揭秘！山西的全業務全時空公共法律服務網長啥樣？（2019 年

9 月 11 日 來源：山西長安網） 

9 月 11 日上午，山西省人民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佈會，山西省

司法廳副廳長翟柔佛巴魯向媒體介紹了該省在公共法律服務工作

“三台融合”方面的進展情況。三台指的是公共法律服務實體平臺、

熱線平臺和網路平臺。在實體平臺建設方面，山西司法部門已建成了

省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 1 個，市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 5 個，縣級公共

法律服務中心 117 個，鄉級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 1418 個。在熱線平

臺建設方面，對原 12348 法律援助熱線進行了升級改造，實現坐席的

省級服務統籌。網路平臺“12348 山西法網”又稱山西法律服務網，

總體構架為“一張網路，四級聯通”，一張網基本覆蓋全省公共法律

服務全業務，縱向連接省、市、縣、鄉四級，通過資料共用交換系統

實現聯通，橫向由“12348 山西法網”Web 端、微信端組成。 

4. 黑龍江省推廣“大慶模式”努力構建大調解工作機制（2019 年

9 月 4 日 來源：司法部（公眾號）） 

近日，黑龍江省召開全省調解工作會議暨人民調解“大慶模式”

經驗交流會議。黑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甘榮坤出席會議並講話，

對近年來全省調解工作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對堅持和發展新時

代“楓橋經驗”，推廣“大慶模式”，進一步加強部門間合作，統籌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41/2019-09/11/content_12287571.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41/2019-09/11/content_12287571.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jV8yZ2SR5B_eaSh0CP1YaQ
https://mp.weixin.qq.com/s/jV8yZ2SR5B_eaSh0CP1Y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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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調節資源，鞏固和提供人民調解、大力推進行政調解、拓展行業

性專業性調解、規範司法調解，構建新時代大調解工作新格局作出部

署，提出明確要求。大慶市司法局通過視頻形式專題介紹了“四五四

三+”人民調解工作新模式。省高級人民法院、省公安廳、省信訪局、

省退役軍人事務廳分別結合本單位調解工作實際作經驗交流發言。會

議為黑龍江省第二屆十佳人民調解員頒發獎盃和黑龍江省人民調解

專家聘書，並印發了《關於建立大調解工作機制的意見》。 

5. 安徽：深入推進法治鄉村建設 問需於民量身定制“法治套餐”

（2019 年 9 月 4 日 來源：法制日報） 

安徽省近年來深入推進法治鄉村建設，以下為省內各地的創新實

踐做法。（1）重點人群培訓無盲區。為了提高基層幹部群眾的法治觀

念和法治素養,黃山市突出村“兩委”幹部和“法律明白人”等重點

人群,通過組織普法講師團成員、法官、檢察官、律師及法律工作者,

以舉辦法治講座的形式,組織廣大農村幹部群眾學習法律知識。 

（2）法律服務群眾零距離。銅陵開辦的“法治超市”集合法律

諮詢、法治宣傳、法律援助、信訪引導、矛盾調解等多種功能於一身,

並開通了服務熱線,建立居民微信群,可以網上網下提供服務。自 2015

年起,泗縣屏山鎮彭鮑村率先試點設立“鄉賢志願工作站”,選聘老黨

員、老幹部、老組長等鄉間賢達駐站, 發揮鄉賢在法治鄉村建設中的

作用。 

（3）法治文化建設接地氣。貴池區將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羅城

民歌與普法宣傳巧妙結合,創作了《七五普法有目標》《法律知識要記

牢》等眾多普法民歌,在寓教於樂中將法律知識宣傳到群眾心中。此外，

包公故里肥東縣、黃梅戲之鄉安慶市等也結合當地特色，創新法治宣

傳方式，加強法治文化建設。 

6. 海南公共法律服務覆蓋全島（2019 年 9 月 2 日 來源：海南司

法行政線上（公眾號））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0904/Articel07004GN.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0904/Articel07004GN.htm
https://mp.weixin.qq.com/s/m0xGZcxa4FRQ73NLqE8qjw
https://mp.weixin.qq.com/s/m0xGZcxa4FRQ73NLqE8q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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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司法廳立足法律事務諮詢、矛盾糾紛化解、困難群眾維權、

法律服務指導的功能定位，強化統籌和整合資源，積極打造抬頭能見、

舉手能及、掃碼可得的公共法律服務實體、熱線和網路三大平臺，並

基本達到省政府提出的馬上辦、網上辦、就近辦、一次辦政務服務規

範化標準。 

（1）目前已構建完成由 1 個省級、3 個地級市、24 個縣（市、

區）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和 223 個鄉鎮（街道）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

3226 個村（居）委會公共法律服務工作室五級聯動的公共法律服務實

體平臺。（2）“12348”熱線平臺在省法律援助中心設立接聽坐席 5

個，在海口、三亞、儋州設立接聽坐席 4 個，並開通夜間、留言、視

頻接聽坐席和坐席聯動值班等功能，7×24 小時、全年 365 天向群眾提

供法律諮詢服務。（3）“12348”海南法律服務網就像一個“法律淘

寶網”，讓老百姓通過平臺，不出家門就能解決法律難題。 

7. 四川：“最多跑一次”！成都市法律援助實現“全域通辦”

（2019 年 9 月 19 日 來源：法治成都 12348（公眾號）） 

成都市司法局印發通知，在全市範圍內部署申請法律援助“全域

通辦”工作。通知要求，全市市、縣兩級 23 個公共法律服務中心法

律援助視窗將統一實行“全域通辦”，通過開展異地協作、規範辦事

流程、強化辦事無縫銜接。 

從今年 9 月開始，申請法律援助的困難群眾無須到有管轄權的法

律援助中心，而是在就近的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即可申請法律援助，有

條件的區（市）縣還可以在鄉鎮（街道）公共法律服務站申請，打破

了原來異地不能辦的限制，真正實現法律援助“最多跑一次”。 

8. 河南：舞鋼市推行法律顧問“村村通”（2019 年 9 月 4 日 來

源：河南司法行政線上（公眾號）） 

2018 年，村（居）法律顧問工作被列入舞鋼市委、市政府重點工

作任務。當年 5 月，舞鋼市一村（居）一法律顧問工作推進會對此項

https://mp.weixin.qq.com/s/jBlipQchTKv_rb160w2sQw
https://mp.weixin.qq.com/s/jBlipQchTKv_rb160w2sQw
https://mp.weixin.qq.com/s/nZJvGYVPUp58ax2Rbb97FQ
https://mp.weixin.qq.com/s/nZJvGYVPUp58ax2Rbb97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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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宣傳工作進行安排部署，並印發了 4000 本村（居）法律顧問

工作宣傳手冊、兩萬份宣傳彩頁，在各鄉鎮重要交通路口懸掛宣傳條

幅 76 條，形成了濃厚的宣傳氛圍，基本實現了村（居）法律顧問“家

家明白，人人知曉”。 

為了更好地推進工作，舞鋼市為每位法律顧問印發工作日志和台

賬，工作臺賬實行一次一記、一村一卷，並以此作為年度考核的重要

依據。同時，為確保群眾與法律顧問建立有效的溝通聯繫管道，舞鋼

市為每個村製作了法律顧問公示牌和工作制度版面，並懸掛在明顯位

置，確保法律顧問“找得到、用得上”。 

9. 吉林：小小“百姓說事點”社會治理大舞臺（2019 年 9 月 19 日 

來源：司法部（公眾號）） 

目前，吉林省共有 17253 個“百姓說事點”,覆蓋了所有社區、村

屯。“百姓說事點”除了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和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

難點問題外，還成為公共法律服務的陣地和平臺。吉林省司法廳以在

城區打造 10 分鐘公共法律服務圈為目標，將司法所和司法局機關人

民調解、普法宣傳、法律服務三大工作職能下沉“百姓說事點”，為

群眾面對面答疑解惑，引導廣大村民依法有序表達合理訴求。加快

“百姓說事點”資訊化建設步伐，把“百姓說事點”與司法行政機關、

法律服務機構以及公檢法機關相關載體、平臺的互聯互接，實現資源

分享。同時，市、鄉鎮（街道）、村以及每一個“百姓說事點”建立

和完善微信群，發揮好資訊化紐帶作用，提升參與社會治理能力。 

10. 廣西蹄疾步穩跑出公共法律服務加速度（2019 年 10 月 9 日 來

源：法制日報） 

近年來，廣西司法行政系統創新深化公共法律服務工作，不斷延

伸公共法律服務觸角,整合服務業務資源, 形成了覆蓋全業務、全時空

的公共法律服務網路體系。 

公共法律服務觸手可及：目前,廣西已初步建成 14 個市級和 111

https://mp.weixin.qq.com/s/qJ2Sd4OiZTDI289QFkkwnA
https://mp.weixin.qq.com/s/qJ2Sd4OiZTDI289QFkkwnA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1009/Articel12002GN.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1009/Articel12002G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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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縣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初步建成 1249 個鄉鎮(街道)公共法律服務

工作站和 16198 個村(居)公共法律服務工作室,村(居)法律顧問覆蓋率

達到 100%。推動營商環境法治化：廣西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積極整合

法律服務資源,豐富法律服務供給模式,為全區優化營商環境提供專業

化、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法治保障。 

（二）法院審案新探索 

1. 目瞪口呆！最高法的這個實驗室有點潮（2019 年 9 月 10 日 來

源：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眾號）） 

9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廣東）實驗室正式啟用。智

慧法院實驗室，集“研發、測試、展示、培訓”四大功能為一體，分

別為訴訟服務、辦公辦案、線上庭審、智慧執行、區塊鏈研發、大資

料管理等六大實驗功能區，為訴訟服務、審判執行、司法管理提供了

綜合試驗場所。實驗室將努力以核心技術預先研究，關鍵技術試驗攻

關為主業，深化大資料、區塊鏈、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在審判

實踐中的廣泛運用，不斷完善智慧服務、智慧審判、智慧執行、智慧

管理，全面推動訴訟服務和審判輔助的智慧化，為新時代審判體系和

審判能力現代化注入新動力。 

平臺已實現與公安資料即時對接，可迅速驗證訴訟參與人身份資

訊；也實現了與省財政系統即時對接，繳費可即時開具電子憑證，當

事人“一次都不用跑”就能完成網上立案。此外，還積極探索與人社、

保監、司法行政部門等資訊平臺聯通，共建更大規模的公共服務平臺，

努力打造共建共用共治的社會綜合治理新格局，推進更高品質的平安

廣東、法治廣東建設。 

2. 北京：聯繫法官靠“隨緣”？看這家法院如何實現“一站式”

聯繫法官（2019 年 9 月 20 日 來源：京法網事（公眾號）） 

為了更好解決“找法官難”問題，切實為訴訟群眾和法官之間架

起一座順暢溝通的橋樑，北京三中院通過 12368 訴訟服務熱線、訴訟

https://mp.weixin.qq.com/s/eFC_3b2pIB2hJ5CYCN1dFw
https://mp.weixin.qq.com/s/eFC_3b2pIB2hJ5CYCN1dFw
https://mp.weixin.qq.com/s/fwnttdIq9eLiy3rV1gvIVg
https://mp.weixin.qq.com/s/fwnttdIq9eLiy3rV1gvI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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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視窗、訴訟服務網、訴訟服務留言系統、院長信箱、自助服務終

端、北京移動微法院手機應用程式、微信公眾號、小法機器人等多種

管道，著力構築一號通辦、一次通辦、一網通辦、一鍵通辦、一“人”

通辦的“一站式”聯繫法官工作模式，全面實現集合語音熱線、現場

接待、信箱留言、自助聯繫和線上留言等全方位的聯繫法官功能。 

3. 全國首例！北京互聯網法院採用區塊鏈智慧合約技術實現執

行“一鍵立案”（2019 年 10 月 28 日 來源：北京互聯網法院（公眾

號）） 

在一起網路侵權糾紛案件中，原、被告經法院主持調解，達成調

解協定。法院在談話中告知原、被告雙方，如被告在履行期內未履行

義務，將通過區塊鏈智慧合約技術實行自動執行。原告只需點擊“未

履行完畢”按鍵，該案件直接進入北京互聯網法院立案庭執行立案中。

通過立案庭審核後，立案成功進入執行系統。 

“一鍵點擊”，當事人僅需要確認案件未履行情況，即可跳過後

續繁複程式直接完成執行立案，而上述立案資訊均通過區塊鏈智慧合

約技術自動抓取。此案首次通過區塊鏈智慧合約技術實現自動執行，

不僅標誌著司法區塊鏈智慧合約應用的切實落地，更意味著鏈上資料

與鏈下司法資訊系統的深度融合利用，有利於打破資訊孤島，進一步

釋放司法紅利，鞏固並深化“基本解決執行難”成果。 

4. 北京：多元解紛訴調對接的西城樣本（2019 年 9 月 8 日 來源：

法制日報） 

今年 9 月 2 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多元解紛訴調對接中

心正式啟用,為當事人提供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雙平臺。

據悉,這是全國法院首家多元解紛訴調對接中心,涵蓋訴訟指引、便民

服務、訴訟輔助、糾紛解決、提高效率、審判事務等六大類近 52 項

功能。今後,這裡將成為西城區多元解紛的主陣地,讓大量訴訟糾紛以

調解、和解、速裁、快審等方式解決在訴訟前端,最大程度減輕當事人

http://tech.caijing.com.cn/20191028/4623732.shtml
http://tech.caijing.com.cn/20191028/4623732.shtml
http://tech.caijing.com.cn/20191028/4623732.shtml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0908/Articel01003GN.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0908/Articel01003G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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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訴累。 

據瞭解，西城法院實行“系統演算法+人工識別”“立案初篩+

速裁複篩”的“漏斗式篩查”模式,讓適合速裁的案件能調則調、當

判則判,不能速裁的案件及時導入後端進入精審程式。同時，多元解紛

訴調對接中心構建了特邀調解體系,針對不同糾紛和當事人類型對接

不同調解主體，為當事人以非訴方式解決糾紛提供保障等。 

5. 浙江：杭州互聯網法院區塊鏈智慧合約司法應用上線（2019 年

10 月 25 日 來源：中國法院網） 

10 月 24 日，杭州互聯網法院舉行首個區塊鏈智慧合約司法應用

新聞發佈會，正式上線區塊鏈智慧合約司法應用，旨在高效處理違約

行為，推進訴源治理，再造網路空間誠信。 

杭州互聯網法院區塊鏈智慧合約司法應用，通過打造網路行為

“自願簽約—自動履行—履行不能智慧立案—智慧審判—智慧執行”

的全流程閉環，設計司法治理機制和糾紛兜底處置助推智慧合約的執

行效率，高效處理少數違約行為，減少人為因素干預和不可控因素干

擾，構建互聯網時代下新的契約簽署及履行形態，真正實現了網路資

料和網路行為的全流程記錄、全鏈路可信、全節點見證、全方位協作。 

6. 浙江：“小智”從實驗室孵化出來，來到了法庭工作（2019 年

9 月 23 日 來源：浙江天平（公眾號）） 

9 月 23 日，一場由 AI 法官助理“小智”與法官共同參與的“鳳

凰金融智審”在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基金小鎮人民法庭創造性地

展開。在“小智”的支持下，鳳凰金融智審填補了國內空白，推動全

流程智慧審判模式從實驗階段正式走向應用實踐，實現了“三自動、

五即時、三當庭”：三自動——即庭前自動審查立案、自動分案排期、

自動生成程式性文書並送達當事人，將原本立案庭法官、書記員人工

作業的事務，全部交由機器完成。 

五即時——庭前，根據當事人的提交材料的變化，即時向法官推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0/id/4591024.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0/id/4591024.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5LAfwFL7naCmt5qQd5Fig
https://mp.weixin.qq.com/s/d5LAfwFL7naCmt5qQd5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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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包含案件送達情況、爭議焦點等內容的庭前報告。庭審中，協助法

官主持庭審，組織雙方當事人舉證、質證，對當事人上傳的證據即時

分類，經質證後，對證據三性進行判定；即時記錄庭審內容並進行智

慧語義分析，動態生成爭議焦點，整理推送可能遺漏的要點；根據庭

審內容和法官認定的證據，即時完成金額計算和結果預判，並向法官

提示風險點；即時生成裁判文書，並根據庭審情況進行動態優化。 

三當庭——在法官對智慧生成的裁判文書進行審核確認後，實現

當庭宣判、當庭送達、當庭進入電子歸檔程式。 

7. 江蘇高院引進融媒體訴服智慧終端機——將新聞宣傳與訴訟

服務相融合（2019 年 10 月 10 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近日，江蘇高院引進“人民法院新聞宣傳+訴訟服務融合傳播平

臺”，為人民群眾全面瞭解司法資訊，獲得高效便捷的訴訟服務提供

了新的管道。 

據介紹，該平臺是集成人民法院新聞宣傳與訴訟服務的融合傳播

平臺終端。其融合了報紙、雜誌、新媒體矩陣、網站、影視，整合圖

文、視頻、H5 等全媒體形態，兼具基本的訴訟服務功能。通過全方

位、多角度呈現新媒體語境下的司法宣傳產品，讓人民群眾全面瞭解

資訊化時代下的法制媒體要聞。 

平臺同時擔負了司法公開和訴訟服務的部分功能。通過平臺終端，

群眾可以觀看庭審直播，查閱執行資料，獲得各類文書範本，解答法

律諮詢。此外，該平臺終端還支援離婚糾紛、勞動糾紛、租賃合同糾

紛等 12 類常見案由的風險評估，並自助生成評價報告。 

8. “江蘇微解紛”服務平臺正式上線（2019 年 9 月 6 日 來源：法

治江蘇（公眾號）） 

2019 年 9 月 6 日，“江蘇微解紛”服務平臺正式上線。江蘇微解

紛是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與江蘇省司法廳為深化訴訟與非訴訟糾紛

解決方式對接機制改革和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建設而共同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0/10/content_161064.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0/10/content_161064.htm?div=-1
https://mp.weixin.qq.com/s/4nFN69OFy5B6ZCMdna_9zg
https://mp.weixin.qq.com/s/4nFN69OFy5B6ZCMdna_9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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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線上多元解紛平臺，有 PC 端和微信小程式兩種部署方式。平

臺的功能定位是當事人糾紛訴求中心、非訴訟糾紛化解中心、訴訟與

非訴訟對接中心。平臺運用互聯網技術和智慧化手段，整合法院的審

判調解資源和司法行政機關的七種非訴解紛力量，打通線上線下多種

管道，將矛盾化解搬到線上，把工作重點放在矛盾糾紛的前端預防化

解上。目前，所有駐法院人民調解工作室、律師工作站的人民調解員

和值班律師已經入駐平臺，平臺已實現與法院的案件管理系統、司法

行政機關的調解管理等系統對接。 

9. 河南設立首個家事訴訟中心（2019 年 10 月 18 日 來源：法制

日報） 

河南省首個家事訴訟中心近日在寧陵縣人民法院成立。河南省高

級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介紹,這是寧陵縣法院繼在全省率先成立家事

法庭,開啟家事審判制度改革之後,推出的又一項家事矛盾化解創新舉

措,標誌著該院家事審判改革探索進入新階段。 

據悉,家事訴訟中心以完善的家事審判硬體設施為依託,以專業化

家事審判團隊為核心,引入社會調解、陪護機制,設有專門的接待室、

家事社工工作室、家事調解室、會客式及圓桌式家事審判庭、心理輔

導室、兒童觀察室、反家暴庇護中心、家事文化長廊及家事電教課堂

等功能室。 

10. 河南：這個基層院運用 2295 名網格員破解“查人找物難、文

書送達難”（2019 年 9 月 18 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近年來，河南省虞城縣人民法院通過與該縣“網格化微治理資訊

平臺”的有機融合，充分發揮全縣 2295 名網格員貼近基層、掌握民

情的優勢，總結出的“一三三六”網格化運行工作模式，有效緩解了

“查人找物難、文書送達難”等制約審判執行工作效率的問題。 

“一三三六”即“一站、三中心、三機制、六協助”。“一站”

即在全縣 25 個鄉鎮分別設立一個“網格化審判執行工作站”；“三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1018/Articel03006GN.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1018/Articel03006GN.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9/2019-09/18/content_12289138.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9/2019-09/18/content_122891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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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即縣委的“社會治理網格化管理服務中心”和法院的“網格

化審判指揮中心”與“網格化執行指揮中心”；“三機制”即縣委政

法委領導下的“多元解紛工作機制、網格化溝通聯絡工作機制和網格

化工作銜接機制”；“六協助”即網格員協助的主要工作：協助查找

當事人；協助調查；協助送達；協助開展執行見證；協助化解矛盾糾

紛；協助開展法治宣傳。 

11. 海南第二涉外民商事法庭：這些"黑科技"方便外籍當事人

（2019 年 9 月 27 日 來源：中新網海南） 

海南第二涉外民商事法庭 9 月 26 日正式揭牌成立，法庭內應用

了很多高科技手段。法庭安裝了一整套先進的庭審應用系統，可以通

過語音辨識技術自動生成筆錄，當事人在庭審過程中可即時查看庭審

筆錄、對筆錄、證據進行批註等，庭審內容通過庭審公開網即時直播，

一系列現代化手段實現了庭審錄音、錄影、記錄“三同步”，讓整個

庭審過程一目了然，提高庭審的效率，實現庭審程式的便捷化和司法

公開化。 

涉外法庭設有海南最先進的同聲傳譯室，可以通過安裝在法庭的

同聲傳譯器，為科技法庭提供英語、法語、俄語等多種外語語言的同

步傳譯。法庭一側外牆安裝的調光玻璃隔斷，可根據庭審需要來設置

玻璃的透明與不透明狀態，還可作為投影螢幕使用。此外，這裡的當

事人席位是並排面對審判台設立，主要是希望弱化雙方當事人的對抗

性，凸顯法官主導案件審理的權威性，與國際接軌。 

12. 兩個“一站式”建設，雲南法院這麼做！（2019 年 9 月 6 日 

來源：雲南高院（公眾號）） 

9 月 6 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全省中級法院院長座談會，

對全面落實全省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建設工

作進行安排部署。資料顯示，雲南三級法院共設立協力廠商調解工作

室 568 個，確定特邀調解組織 4909 個、特邀調解員 13590 名。下一

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19-09-27/502315.html
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19-09-27/50231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SI6yTl5pAtiQc4cX2Gy6w
https://mp.weixin.qq.com/s/nSI6yTl5pAtiQc4cX2Gy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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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雲南高院將下發兩個“一站式”具體實施方案，制定完善出臺相

關工作機制和規範，列出時間表、路線圖和責任鏈，從“訴訟服務抓

規範、多元解紛抓推進、立案服務抓便捷、‘分調裁審’抓團隊、審

判輔助抓集約、以點帶面抓推廣”等六個方面發力，解決工作推進不

平衡等突出矛盾問題，全面落實構建“集約高效、多元解紛、便民利

民、智慧精准、開放互動、交融共用”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和

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建設工作。 

13. 海事法院全面實現跨域立案（2019 年 9 月 6 日 來源：人民法

院新聞傳媒總社） 

8 月 30 日，最後一個調試單位武漢海事法院的資料請求模組與

中國移動微法院系統成功對接。同一天，已提前完成系統對接的廣州

海事法院分別與海口海事法院、青島海事法院、廈門海事法院，共同

協作完成了 3 件案件的跨域立案工作。至此，全國海事法院全面實現

跨域立案。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切實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中央

政法工作會議上關於加快推進跨域立案訴訟服務改革的指示精神，積

極回應新形勢下人民群眾多元化司法需求，進一步提升訴訟服務便民、

利民、為民的水準，在海事審判領域取得的新成果。 

跨域立案只是海事訴訟服務中的一個環節。今後，海事審判將在

跨域立案的基礎上，完善海事跨域訴訟服務機制，實現快速辦理委託

送達、委託調查、委託扣押船舶等訴訟委託事項，提高海事法院之間

協作效率，進而提高海事審判執行效率。 

（三）公司行業新動態 

1. 騰訊與北明軟體攜手亮相數博會 雙方合作加速推進（2019 年

10 月 14 日 來源：證券日報）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在石家莊國際會展

中心開幕。在博覽會上，騰訊與北明軟體聯合設立展臺，共有 20 多

項合作產品亮相展會，為參會觀眾打造了一場集政務、社會治理、文

https://mp.weixin.qq.com/s/mwQJ98kEH-0mKIt9yTlSCA
https://mp.weixin.qq.com/s/mwQJ98kEH-0mKIt9yTlSCA
http://news.10jqka.com.cn/20191014/c614381268.shtml
http://news.10jqka.com.cn/20191014/c6143812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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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教育、醫療、安全等多個智慧場景的科技盛宴。 

本次數博會上，騰訊北明聯合展臺的面積 247 平米，依據不同的

智慧場景，將整個展臺分為智慧政務、社會治理、智慧文旅、智慧教

育、智慧醫療、數位技術六大展區。據介紹，聯合展臺展示的大部分

內容都是騰訊和北明軟體聯合研發的產品或解決方案。在展會現場，

觀眾將可以通過視覺化觸摸大屏、手機/PAD 等智慧設備，向參會者

全面呈現 AR、VR、人臉識別、語音辨識、大資料、互聯網+等前沿

技術在智慧產業領域的創新應用成果。 

此外，“至信鏈”是騰訊公司、北明軟體和中國網安利用區塊鏈、

身份核驗、電子簽名以及證據保全等新一代數位技術，聯合打造的司

法區塊鏈應用生態服務平臺。 

2. 北明軟體深耕益陽“數位經濟黑土地”，與華為共詮釋“生態

協同”（2019 年 10 月 30 日 來源：中國財經時報網） 

今年 5 月，“湖南北明資訊技術有限公司”在湖南益陽註冊成立，

深耕益陽這片“數字經濟黑土地”，為了加快推動益陽智慧城市建設、

促進當地數字經濟發展，北明正致力與華為攜手共建基於鯤鵬生態搭

建自主可控創新中心，聯合本地企業，共同孵化自主可控政務應用解

決方案，並以創新中心為基礎，打造符合自主可控的新型智慧城市標

杆。10 月 16 日下午，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家毫率隊

考察益陽市高新區，益陽市委書記瞿海、市長張值恒、開發區工委書

記汪軍等領導陪同瞭解益陽市數位經濟發展基本情況。湖南省委書記、

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家毫認真聽取了北明軟體的工作彙報，並就北明

社會信用、智慧政務等內容和北明管理層展開了深入交流，對北明在

智慧城市建設的解決方案與創新推動表示高度認可。 

如今，北明軟體有限公司已成為華為戰略合作夥伴、領先級 ISV 

（獨立軟體提供商）解決方案合作夥伴、華為優選級沃土數位平臺集

成交付夥伴、華為雲戰略級合作夥伴等。未來，北明軟體願意繼續與

http://life.jrj.com.cn/2019/10/30175428326694.shtml
http://life.jrj.com.cn/2019/10/301754283266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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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攜手，堅持做行業創新的開拓者，探索科技領域的未知潛力，以

科創驅動未來，以開放、合作、共贏的態度積極參與到生態建設中。 

3. 北京高院與央行建立金融糾紛訴調對接機制（2019 年 10 月 11

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為拓寬金融糾紛解決管道，依法、公正、高效化解金融糾紛，北

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與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于近日聯合出臺《關於

建立金融糾紛訴調對接工作機制，加強金融糾紛源頭治理的意見（試

行）》，致力於建立健全有機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民的金融糾紛

多元化解和訴調對接工作機制，同時加強金融糾紛源頭治理，防範和

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首都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和營商環境建設。 

據介紹，北京高院與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還將聯合推動北京市各

級法院與北京市金融消費糾紛調解委員會在北京高院研發的“分調

裁一體化平臺”上對接，促進金融糾紛訴調對接工作的線上開展，通

過資訊化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便捷的糾紛解決管道。 

4. “至信鏈”助力 2019CCF 區塊鏈技術大會成功舉辦（2019 年 10

月 14 日 來源：騰訊智法（公眾號）） 

2019 年 10 月 11 日-13 日，2019CCF 區塊鏈技術大會在成都成功

舉辦。該會議由中國電腦學會主辦，彙集了來自業界和學界的眾多專

家，是國內區塊鏈領域最具影響力和權威性的高端技術盛會之一。 

作為司法行業的數位化助手，騰訊攜至信鏈深度參與本次大會。

至信鏈平臺通過將法院、版權局、公證處、鑒定中心等公信機構納入

節點，保障上鏈資料為各個公信力機構多方共識，進而提升司法裁判

效率。至信鏈是中國網安、騰訊公司、北明軟體聯合發佈的司法區塊

鏈應用生態服務平臺，旨在向社會提供安全、權威、客觀、公正的司

法區塊鏈應用服務。 

5. 東大聯手科大訊飛打造“智慧法院” 用 AI 協助審案（2019 年

9 月 21 日 來源：新華網）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0/11/content_161094.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0/11/content_161094.htm?div=-1
https://mp.weixin.qq.com/s/dcji656a9bJ05gnbiQMGzw
https://mp.weixin.qq.com/s/dcji656a9bJ05gnbiQMGzw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9-09/21/c_1125022891.htm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9-09/21/c_1125022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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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由東南大學法學院、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法

院司法大資料研究基地主辦的“第三屆法律大資料研究與應用研討

會”在南京舉行。會議面向中國法院智慧化轉型的重大戰略需求，為

法律大資料建設提供理論指引和技術支援。 

目前，科大訊飛打造的智慧法院整體解決方案已覆蓋全國 31 個

省市、1000 餘家法院、近 5000 個法庭，為提升審判質效、規範司法

管理提供有力支撐，其中智慧庭審系統可實現庭審過程中法言、法語

有效識別，準確率超過 90%，筆錄完整度高達 100%。基於“蘇州模

式”的應用成效，科大訊飛與長三角三省一市（江、浙、滬、皖）的

高級人民法院簽署《推進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人工智慧+法院”深

度戰略合作協定》，共同推進“人工智慧+法院”在長三角地區的應

用。 

6. 株洲郵政助力“智慧法院”開闢法郵合作新領域（2019年 10月

9 日 來源：株洲新聞網） 

10 月 9 日，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株洲市分公司與株洲市中級人民

法院舉行“智慧法院——郵政寄遞一體化服務平臺”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簽約儀式。株洲市郵政分公司與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深入合作，

以法院特快專遞業務整合為著力點，以“智慧法院”建設為契機，以

“政府主導、郵政配合、社會公用、全民受益”為基本方向，建立穩

定的戰略合作關係，充分發揮郵政公司網路資源，依託互聯網技術，

積極深化“最多只跑一次”的“放管服”改革，實現法院一體化平臺

與郵政速遞物流網無縫對接，以資訊和郵政寄遞為橋樑，形成連接郵

政寄遞與法院之間的網路，以郵寄送達為基礎，延伸至法律文書各項

送達服務，實現“法院專遞”郵件全程資訊、“法院專遞回執”投遞

資訊全程紀實及時回饋，真正做到讓資訊多“跑路”，群眾少跑腿，

同時大大減輕了審判隊伍工作負擔，有效節約了司法資源，開闢了法

郵合作新領域。 

http://www.zznews.gov.cn/news/2019/1009/324809.shtml
http://www.zznews.gov.cn/news/2019/1009/3248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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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助力“智慧法院”的服務內容包括：法律文書一體化送達、

法院內部公文交換、案宗移送、案卷掃描傳真、審判輔助性工作外包

等。 

三、最新政策類動態 

（一）相關領導講話 

1. 習近平：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2019 年 10 月

25 日 來源：新華社（公眾號））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 24日下午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進

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指出，區

塊鏈技術應用已延伸到數位金融、物聯網、智慧製造、供應鏈管理、

數位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目前，全球主要國家都在加快佈局區塊鏈

技術發展。我國在區塊鏈領域擁有良好基礎，要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

和產業創新發展，積極推進區塊鏈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努力讓我國

在區塊鏈這個新興領域走在理論最前沿、佔據創新制高點、取得產業

新優勢。要推動協同攻關，加快推進核心技術突破，為區塊鏈應用發

展提供安全可控的技術支撐。要加強區塊鏈標準化研究，提升國際話

語權和規則制定權。要加快產業發展，發揮好市場優勢，進一步打通

創新鏈、應用鏈、價值鏈。要構建區塊鏈產業生態，加快區塊鏈和人

工智慧、大資料、物聯網等前沿資訊技術的深度融合，推動集成創新

和融合應用。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建立完善人才培養體系，打造多

種形式的高層次人才培養平臺，培育一批領軍人物和高水準創新團隊。 

2. 習近平：繼續沿著黨和人民開闢的正確道路前進 不斷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9 年 9 月 25 日 來源：新華每日電

訊 1 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4 日下午就“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https://mp.weixin.qq.com/s/rpqJZZLtVkh7FzEzfbc4mw
https://mp.weixin.qq.com/s/rpqJZZLtVkh7FzEzfbc4mw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25/c_1210292046.htm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25/c_1210292046.htm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25/c_1210292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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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和發展”舉行第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

持學習時強調，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我們党領導人民不斷探索實踐，

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為當代中國發展

進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為新時代推進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提供

了重要經驗。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繼續沿著黨和人民開闢的正確道路前進，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 

3. 周強：深入踐行司法為民宗旨 加強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

（2019 年 9 月 11 日 來源：人民法院報） 

全國法院第六次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會議 9 月 10 日在廣州召

開。會前，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周強就全國法院網路安全和

資訊化工作提出要求，強調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網路強國的重要思想，

加快推進“智審、智執、智服、智管”建設，不斷提高全面深化智慧

法院建設水準，促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努力讓人民群眾在

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周強強調，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設，關係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

代化，關係新時代人民法院工作發展進步。各級法院要從服務社會主

義法治國家建設、保障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促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

力現代化的高度，採取有效措施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設。要貫徹新發

展理念，加強人工智慧、5G、區塊鏈、大資料等現代技術研究應用，

推動司法領域核心技術全面實現反覆運算升級。 

4. 張述元：圍繞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訴訟服務 全面深化

智慧法院建設（2019 年 9 月 11 日 來源：中國法院網） 

9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張述元在全國法院第

六次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網路強國戰略

https://mp.weixin.qq.com/s/M818nQAJ-mbLfTcRtbe4hQ
https://mp.weixin.qq.com/s/M818nQAJ-mbLfTcRtbe4hQ
https://mp.weixin.qq.com/s/eUeF7opH6zdPf6jPmzuO-w
https://mp.weixin.qq.com/s/eUeF7opH6zdPf6jPmzu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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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關於政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周強院長對全國法

院網信工作提出的要求，緊緊圍繞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訴訟服

務，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設。 

張述元強調，要認真轉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成果，

推動智慧法院建設向全方位智慧化轉型升級。要加強資訊化系統總體

設計，打通資訊孤島和資料壁壘，進一步提升法院資訊化系統平臺融

合水準。要努力提升訴訟服務智慧化水準，為“兩個一站式”訴訟服

務提供資訊化支撐，形成流程全貫通、業務全覆蓋、機制無縫銜接的

訴訟服務體系。 

5. 劉振宇：加強商事調解工作 積極營造良好營商環境（2019 年

10 月 17 日 來源：司法部（公眾號）） 

10 月 17 日上午，中國貿促會、重慶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2019

年國際調解高峰論壇”。本屆論壇以“探討新時代國際多元化糾紛解

決機制”為主題。 

司法部副部長劉振宇在致辭中指出，隨著“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和自貿區建設深入推進，因經貿合作、投資經營、智慧財產權

等產生的商事爭端將不斷增多，需要我們大力加強商事調解特別是國

際商事調解工作，積極為中外當事人提供優質高效的調解服務，營造

良好營商環境。要加強與國內有關部門的溝通協作，共同為商事調解

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要加強商事調解組織和商事

調解員隊伍建設，增強商事調解的知曉度和影響力。要加強商事調解

交流合作，注重吸收借鑒國際社會在商事調解方面的有益經驗，積極

參與國際商事調解規則的制定，開展多種形式的商事調解國際合作，

樹立中國調解良好形象。 

（二）相關政策規定 

1. 司法部：關於印發《關於促進律師參與公益法律服務的意見》

的通知（2019 年 10 月 23 日 來源：司法部政府網） 

https://mp.weixin.qq.com/s/DMbz1bSdke22u9UhfgjAxQ
https://mp.weixin.qq.com/s/DMbz1bSdke22u9UhfgjAxQ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9-10/23/tzwj_3234341.html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9-10/23/tzwj_32343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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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服務領域。提供公益性律師調解服務，志願參與人民

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參與民營企業“法

治體檢”公益服務…… 

（五）增強服務實效。創新服務形式，探索“互聯網+”公益法

律服務模式，充分運用中國法律服務網、微信、微博、手機 APP 等服

務載體，提供線上諮詢、智慧診斷、資訊推送等形式的遠端線上服務。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優化營商環境條例》（2019 年 10 月

23 日 來源：中國政府網） 

…… 

第六十六條 國家完善調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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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市場主體提供高效、

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 

第六十八條 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整合律師、公證、司法鑒定、

調解、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務資源，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

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務能力和水準，為優化營商環境提供全方位法律

服務。 

3. 山西：五部門聯合出臺 關於加強新時代司法所建設工作的實

施意見（2019 年 9 月 5 日 來源：司法部（公眾號）） 

近日，山西省司法廳聯合省委組織部、省編辦、省財政廳、省人

社廳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司法所建設工作的實施意見》。 

《意見》從十個方面對加強司法所建設工作提出了要求……九是

加強司法所資訊化建設。確保省、市、縣、鄉四級網路互聯互通，由

省司法廳開發“移動司法所”和“智慧調解平臺”並在年內推廣應

用。十是充分發揮司法所職能作用，統籌推進基層法治建設，堅持發

展“楓橋經驗”，做好排查化解矛盾糾紛各項工作，力爭實現矛盾就

地化解不上交。 

4. 山東省：《關於公證參與人民法院司法輔助事務試點工作實施

https://mp.weixin.qq.com/s/1hXwftUb-f3pEOFnWhH3rA
https://mp.weixin.qq.com/s/1hXwftUb-f3pEOFnWhH3rA
https://mp.weixin.qq.com/s/dfRl5wZuxhOmxC8qgZRbQQ
https://mp.weixin.qq.com/s/dfRl5wZuxhOmxC8qgZRbQQ
https://mp.weixin.qq.com/s/u0k3OLo0GaLGaV1PdzCG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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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2019 年 10 月 7 日 來源：山東公證（公眾號）） 

近日，山東省司法廳聯合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關於公證參與人

民法院司法輔助事務試點工作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部

署開展公證參與人民法院送達、調解、保全、取證、執行等司法輔助

事務試點工作。 

《意見》強調，人民法院和公證機構要積極探索建立互聯共通、

高效便捷的線上對接平臺，實現矛盾糾紛線上受理、調解、統計、分

析、督辦、回饋等司法輔助事務網上委派，相關法律文書網上傳遞，

有關業務資料互查共用。各試點單位要研究制定服務事項、服務方式、

服務流程、服務標準等操作規範，加強公證人員參與司法輔助事務的

技能培訓和交流，不斷提高公證人員的專業素質和綜合服務水準。 

5. 遼寧：《關於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構建大調解工作格

局 推進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2019 年 9 月 13 日 來

源：人民法院報） 

《意見》提出，構建以人民調解為基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

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司法調解優勢互補、有機銜接、協調聯動的大調

解工作格局。 

《意見》明確各地要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始終把非訴

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不斷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覆

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積極整合現有資源力量，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手段融合，真正做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意見》強調，各級法

院要將訴調對接平臺建設與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建設相結合，加快推

進訴訟服務中心“提檔升級”，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訴訟服務。 

四、行業內理論研究 

1. 劉素華：大資料時代 法律如何保護公民資料安全（2019 年 9 月

https://mp.weixin.qq.com/s/u0k3OLo0GaLGaV1PdzCGGw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09/13/content_159995.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09/13/content_159995.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09/13/content_159995.htm?div=-1
https://mp.weixin.qq.com/s/inFy1sCZza5xBOkzeQ6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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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來源：法治研究雜誌社（公眾號）） 

大資料時代，具體目標事物的資料資訊依託網路的彙聚、搜索等

功能，呈現出的整體性狀態已取代傳統的樣本性狀態。今天分散於各

公共機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機構的公民資料資訊和公民自己控制的

個人資料資訊，通過各種形式的網路互聯，能夠快速彙聚為具體公民

的資料資訊鏈，並可以重複多次深化分析利用。公民分散的資料資訊

如果不受限制的互聯匯合，形成的具體公民整體資料資訊一旦被洩露、

被篡改等，會使公民權利與自由面臨多種競合侵權和潛在威脅，進而

也會威脅國家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國家治理層面提出了資料資

訊安全事關國家戰略安全，強調依法防範資料資訊安全風險，構建網

路安全機制，保障公民資料資訊安全。資料資訊的安全以網路設施、

網路系統的技術安全為基礎，以網路規制為社會保障條件，只有技術

安全與規制措施良好銜接，才具有資料資訊安全的基本條件。 

2. 胡仕浩：中國特色多元共治解紛機制及其在商事調解中應用

（2019 年 9 月 28 日 來源：法律適用（公眾號）） 

黨的十八大以來，完善社會矛盾多元化解機制，打造共建共治共

用的社會治理格局，成為深化司法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以法

治為基礎的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社會矛盾糾紛，在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

革、促進社會治理實踐中進行了有益探索，積累了一定經驗。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建設實踐相結合，形成理論優勢。

中央頂層設計與地方試點探索相結合，形成制度優勢。黨政主導和多

方協同相結合，形成保障優勢。立法推動與司法推動相結合，形成法

治優勢。文化傳統與核心價值觀相結合，形成文化優勢。統籌協調與

系統推進相結合，形成方法優勢。制度建設與平臺建設相結合，形成

服務優勢。善治目標與綜治目標的結合，形成成本優勢。資訊技術與

人工智慧相結合，形成技術優勢。理論研究與隊伍培訓相結合，形成

專業優勢。 

https://mp.weixin.qq.com/s/inFy1sCZza5xBOkzeQ6Htw
https://mp.weixin.qq.com/s/GSaEH89_pSs6UsQQNfUYPA
https://mp.weixin.qq.com/s/GSaEH89_pSs6UsQQNfUY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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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認識構建商事解紛新機制的時代意義，務實深化商事糾紛多

元化解機制改革，構建有效治理的新格局，是法治中國、平安中國建

設的必然，也是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和改革開放大局的迫切需要。

樹立商事解紛新理念，構建現代化治理格局；構建商事解紛新機制，

加強立體化法治保障；借助資訊技術新平臺，提高精細化解紛能力；

完善商事解紛新體系，滿足多元化解紛需求；立足商事解紛新起點，

適應國際化發展要求。 

3. 曹建峰 方齡曼：歐盟人工智慧倫理與治理的路徑及啟示（2019

年 9 月 25 日 來源：騰訊研究院（公眾號）） 

數位技術的發展和滲透加速了社會與經濟的轉型變革，人工智慧

（AI）作為其中的核心驅動力為社會發展創造了更多可能。歐盟從

2015 年起就在積極探索人工智慧倫理與治理舉措，雖然在 AI 技術的

發展上沒能先發制人，AI 治理方面卻走在了世界前沿。 

《倫理指南》由 AI HELP 起草發佈，並不具備強制約束力，而

歐盟鼓勵各利益攸關方積極執行《倫理指南》，促進 AI 倫理標準形

成國際共識。總體而言，除了制定泛歐盟的倫理準則，歐盟希望人工

智慧的倫理治理能夠在不同的層次得到保障。《治理框架》是由歐洲

議會未來與科學和技術小組（STOA）發佈的一份關於演算法透明和

責任治理的系統性研究報告。報告在引用一系列現實案例的基礎上，

闡明不公平演算法產生的原因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以及在特定背景

下實現演算法公平所存在的阻礙。 

整體而言，歐盟的人工智慧倫理與治理探索，帶給我們三點啟發。

探索倫理治理的技術路徑；採取多利益相關方協同治理的模式；加強

人工智慧倫理與治理方面的國際合作。 

 

https://mp.weixin.qq.com/s/R4SLiBjA2rMJVh8fSOTwZg
https://mp.weixin.qq.com/s/R4SLiBjA2rMJVh8fSOTwZ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