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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 ODR 最新动态 

1.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枫桥经验”实证研究（2018/9/5 

来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众号）） 

最高人民法院将传承创新“枫桥经验”纳入了 2018 年司法

改革工作要点，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弘扬“枫桥经验”，不断

健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主体、多元参与、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规则、多

元评价是“枫桥经验”的显著特点，发挥各类社会主体、所有社

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合作共治的科学治理体

系，切实提高治理能力，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传承“枫桥经验” 创新司法改革（2018/9/4 来源：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众号））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

少平 

当前，我国纠纷解决体系建设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解纷需求和多元解纷渠道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诉讼渠道不断扩大完善和社会解纷力

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1）在法治化方面，人民法院要积极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的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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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智能化方面，人民法院要牢牢掌握人工智能时代推

进司法改革工作的主动权。 

（3）在专业化方面，人民法院要不断夯实各项工作基础。

在医疗纠纷、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纠纷等领域建设专业性

调解组织，大力完善律师调解制度，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建立第

三方中立评估机制等，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实效。 

 

3.宁波海事法院探索诉前调解制：矛盾不上交 调解往下

沉（2018/8/8 来源：浙江人民调解（公众号）） 

通过实施诉前调解制度，既稳妥处理了纠纷，又缓解了法院

案多人少的压力。同时，将以浙江 ODR 平台为依托，力争做到

当事人一次不用跑法院就能化解纠纷。 

 

4.金融纠纷一站式化解平台“让案子自己跑起来”（2018/9/1 

来源：人民法院报（公众号）） 

8 月 22 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自主研发并升级

的 2.0 版“金融纠纷一站式化解平台”正式上线。上城区法院率

先推行“让案子自己跑起来”的全流程自动办案，实现案件批量

化快速办理。 

金融纠纷一站式化解平台接收到银行提交的立案申请后，

会自动通过数据检测及比对，对起诉状及证据材料等的完备性、

一致性、数据项等进行全面智能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直接予以

立案；对不符合条件的，将不能立案的原因直接反馈给银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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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修改或补充后重新提交申请；对经审核案件较为复杂，不适

宜通过平台自动办案的，自动转人工立案。 

 

5.安徽律师调解工作取得新进展 首次适用无争议事实确

认制度调处亿元大案（2018/8/23 来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公众号）） 

2018 年 6 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律师工作调解室在院诉

讼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该调解室的成立标志着律师调解室覆

盖了安徽省三级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 

2018 年 8 月 9 日，在安徽高院律师调解工作室内，三方当

事人在律师调解员的主持下，就一起标的为 2.7 亿元的民商事案

件的基本事实和证据等达成了一致，三方对该案件没有争议的部

分以书面调解笔录形式记录确认，这是安徽省律师调解制度实施

以来首次实现无争议事实的确认。 

 

6.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特聘 32 名中外专家

为首批专家委员（2018/8/26 来源：人民法院报（公众号）） 

根据《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

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并聘任首批

32 名专家委员。该委员会旨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保障与促

进国际商事法庭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支持调解、仲裁、诉讼等

多元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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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后，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上受国际

商事法庭委托调解国际商事纠纷，就人民法院审理国际商事纠

纷案件所涉专门性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就国际商事法庭的

规则修订及发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

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7.新加坡头条 | 联合国首个以“新加坡”命名的国际公约出

炉！（2018/7/25 来源：南洋时讯（公众号）） 

明年八月，联合国将在新加坡正式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联合国首个以新加坡命名的国际公约，同

时也是世界第一个以调解方式解决商业纠纷的多边条约。 

针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新加坡法律专家一致表

示看好。新加坡青年领袖协会创始人王浩存认为：合同能够得

到跨国执行，对跨国金融和跨国网商等都非常有意义，主要包

括以下两方面。 

1、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方式多元化。为当事人提供除跨境诉

讼、国际商事仲裁外，具备可执行性的纠纷解决方式。 

2、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更加便捷、经济。较之于跨境诉

讼和国际商事仲裁，调解大概率将节约较多时间成本和费用。 

 

8.2018 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长沙成功举办（2018/9/14 来

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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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分别与泰国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调解

中心、英国 CCI 信用管理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这是中国贸促会

调解中心响应中央号召、加速对外合作、努力拓展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一步。同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湖南省贸促会签署“诉调

对接”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将合作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诉讼与

调解对接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服

务保障湖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 

本次高峰论坛以“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探究”为主题，并设

置了“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预防和化解贸易和投资纠纷”、

“构建和创新多元纠纷解决方式”、“贸法会关于国际商事调解

协议的承认和执行的最新进展”、“调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

展趋势”、“律师在协商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等五大议题。 

 

9.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与众信中心就共建粤港澳联

合争议解决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2018/8/31 来源：MHJMC

（公众号））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今年年初审议通过的《新加坡调

解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调解方式解决商业纠纷的多边条约，

赋予调解协议在各国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 

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众信中心将发挥各自优势，

进行资源共享，在粤港澳三地共同推广调解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决方式，推动在线纠纷解决方式（简称 ODR）的跨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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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第 324 期 | 网 络 强 国 战 略 下 的 互 联 网 法 院 建 设

（2018/8/29 来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众号））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一周年并相继设立北京、广州互联网

法院之际，深刻认识当前互联网法院建设中的重点问题，推进互

联网法院建设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最为迫切的任务。 

习近平指出，“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

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减

轻群众诉累，要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 

 

11.欧盟成员国法院调解转介工作指南（2018/8/31 来源：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众号）） 

     为确保《欧洲司法效率委员会调解指令》的实施效果，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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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召开了第 30 届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促进欧盟调解发展的

一系列文件，《法院调解转介工作指南》(Guide of Judicial 

Referral to Mediation)（类似于我国法院的委托调解）便是其

中之一。 

从各成员国法院附设调解的情况来看，成功引导当事人选择

调解的关键因素是法官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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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青海出新招：“2＋1＋N”调解模式让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2018/9/17 来源：司法部（公众号））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强化网格化管理模式，

建立健全“2+1+N”调解网络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2”是

指社区党工委和社区司法所，“1”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N”

是指辖区法院、派出所、医院、学校和人社、民政、劳动保障、

法律援助等各职能部门。 

目前，全区已建立 71 个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6 个医疗纠

纷、校园纠纷等第三方调解机构。  

 

13.创新机制推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2018/9/17 来源：中国

长安网） 

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创新,在熟

练运用人民调解、专业调解、行政调解等调解手段联合化解矛盾

纠纷的基础上,通过融入科技、文化、心理等要素,不断提升矛盾

纠纷化解能力。 

以科技为支撑,眉山市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矛盾纠纷网络调解

平台,创新实现了矛盾纠纷在线辅导、在线调解、网上分流、在线

申请司法确认及电子送达、在线接访,方便了人民群众,提高了纠

纷解决效率。 

上海“巷邻坊”架起了干群“连心桥”,将众多基层矛盾纠纷

化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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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永济市则通过探索市场化运作风险评估,实现了“多

元化解”调解网络全覆盖。 

 

14.互联网医疗三大重磅文件解读（2018/9/21 来源：网络法

实务圈（公众号）） 

2018 年 9 月 14 日，国家卫健委就《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

务管理规范（试行）》三个文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三个文件，分别从远程医疗、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进行

规范，实质上从三个方面对互联网+医疗健康进行了分类规范和

监管，对相关名称的法律概念和内涵做了规制，也界定了法律主

体间的法律责任。 

 

二、相关政策和理论 

 

1.司法部印发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指导意见

（2018/9/18 来源：司法部（公众号）） 

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面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及推进三大平台融合发展作出部署。《意见》要求，司法系统

要在全面建成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基础上，以便民利民惠

民为目标，以融合发展为核心，以网络平台为统领，以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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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撑，推动三大平台服务、监管和保障的融合，形成线上线下

一体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2.最高法明文认可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2018/9/10 来

源：法大大（公众号）） 

9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发布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

定》），这是我国首次对互联网法院的案件审理给出了具体司法

解释。 

 “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

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

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

应当确认”。 

 

3.9 月 14 日至 15 日，首次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在四川

成都召开（2018/9/16 来源：法制日报（公众号）） 

 9 月 14 日至 15 日，首次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在四川成

都召开。司法部部长傅政华指出“要充分发挥司法所在全面依法

治国中的基础性作用，把司法所打造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基础平

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一线平台和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综合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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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国共有司法所 40417 个，司法所工作人员 12.6 万

人。 

 

4.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建设（2018/9/18 来源：司法部

（公众号）） 

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司法行政机关探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实体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荔湾区镇街一级公共法律服务站设旧楼加装电梯调解工作

室。南沙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跨境电商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 

 

5.关于法律 AI 的六大应用场景（2018/9/13 来源：律新

社（公众号）） 

场景一：AI 助力三天过法考 

场景二：AI 应用于检察非法证据排除 

场景三：AI 可以替代法官定罪量刑 

场景四：AI 出具法律意见书与诉讼文书 

场景五：AI 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场景六：AI 应用与法治指数研究 

 

6.AI 犯罪该追究谁的责任？法治领域人工智能详情介绍

（2018/9/19 来源：人民法院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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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体说”认为机器人仅仅是权利的客体，“代理说”将机

器人作为其“所有人”的代理人，“电子人格说”为机器人创设

一个特殊的法律地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要明确“刺破人工智能面纱”的

归责原则，同时为人工智能强制投保责任保险，建立人工智能储

备基金，在一国范围内应先制定具体的“人工智能发展法”。 

 

7.唐伟：机器翻译的法律问题思考（2018/8/29 来源：网络

法实务圈（公众号）） 

机器翻译发展的法律问题及应对： 

（1）语料库数据的归属和使用； 

语料库的本质是数据，已经公布的《民法总则》确认了数据

在法律中的财产地位，作为一种财产，语料库建设的过程需要注

意语料库归属和使用的合法性。 

（2）语音合成中的声音商品化权益 

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声音进行法律保护。在产品中，

如果需要使用名人的声音，应当通过合同获得授权；如果是合成

语音的，应当为了避免因语音合成与名人声音相似。 

（3）个人信息保护 

从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角度，在提供机器翻译服务的过程中

应当避免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因为服务内容本身不具备收集用

户个人信息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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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最新动态 

 

1.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全国首个司法区块链（2018/9/18 

来源：平安鼎（公众号）） 

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正式上线运行，成为全国首家应

用区块链技术定纷止争的法院。 

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可以通过时间、地点、人物、事

前、事中、事后等六个维度解决数据“生成”的认证问题，真正

实现电子数据的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 

 

2.首家金融法院落户上海（2018/8/21 来源：人民法院报

（公众号）） 

2018 年 3 月 2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上海金融法院正式获批成立，并受到

国内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3.让互联网更好地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北京互联网法院

诞生记（2018/9/10 来源:人民法院报（公众号）） 

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上升，需要将互联网案件从普通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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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离出来集中管辖，让互联网更好地在法律框架内运行，首先要

实现的是诉讼全程网络化，这是互联网法院的标配。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特意设计的在线诉讼互动学习区，人脸识

别、诉讼机器人、电子调光玻璃、诉讼风险评估终端等科技元素

随处可见。而所有科技元素的注入，都是为了让“网上案件网上

审理”成为诉讼日常。 

 

4.2018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智慧法务发展峰会在无锡举行

（2018/9/14 来源：法制日报（公众号）） 

 9 月 14 日下午，由江苏省司法厅、无锡市人民政府、法制

日报社联合主办，梁溪区人民政府、无锡市司法局、律兜法律服

务平台承办的 2018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智慧法务(无锡)发展峰会

在无锡举办 

峰会期间，江苏省司法厅、无锡市人民政府和江南大学合作

共建的全国首个“智慧法务研究中心”进行了签约揭牌仪式。 

 

5.“区块链智慧公证平台”让公证更高效更便捷

（2018/9/15 来源: 法制日报（公众号））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特别是物联网、区块链等高

端技术与“智慧法务”深度融合,“智慧法务”的创新发展日趋前

沿。通过信息化向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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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法务”辐射延伸的

“智慧立法”“智慧执法”,有望最终形成立法、执法、司法、普

法的完整闭环。 

 

6.让出庭证人打消顾虑，看魔都法院“隐蔽作证”系统

（2018/8/6 来源：庭前独角兽（公众号）） 

为进一步规范上海法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鉴定

人出庭的程序，上海高院制定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若干意见（试行）》,其中第

19 条规定了“远程视频质询”，第 20 条规定了“音频质询”。 

上海法院建立了“隐蔽作证”系统用于上述场景。通过在法

院中设立单独的隐蔽作证室，隔离当事人与证人、医疗鉴定人的

当面接触。 

通过“隐蔽作证”系统，能最大程度减少证人、医疗鉴定人

的顾虑，有效保障他们的权益，为审判工作的高质量、高效率提

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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