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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顾问: 方旭辉 *  赵蕾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国外 ODR 最新动态 

1. 美国：密西根州韦恩县为涉嫌犯罪的青少年提供调解机会

（2019 年 12 月 17 日 来源：News-Herald） 

考虑到提起青少年犯罪指控对于涉案青少年会产生一系列负面

影响，包括停学、开除学籍及丧失奖学金等，韦恩县检察官凯姆·沃

西（Kym Worthy）于 12 月 16 日宣布了一项新计划，该计划由争议解

决中心提供服务，帮助初次涉嫌犯罪的青少年与受害人通过调解达成

刑事和解，而不是直接通过提起公诉方式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也就

是说，在原被告同意基础上，可以由当地争议解决中心通过调解方式，

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第一时间采取合理措施修复、减轻、赔偿受害

人，而不是由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方式进行。 

不过该计划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才能进行。第一，涉嫌的违法

犯罪主要是涉及轻微财产类犯罪或轻微伤害类犯罪；第二，受害者不

得超过两名以上；第三，涉嫌犯罪的青少年与父母/监护人自愿参与

调解程序；第四，必须经受害者同意，才能启动调解程序。 

2. 美国：俄亥俄州波蒂奇县为止赎权案件设计在线纠纷解决机

制（2019 年 11 月 25 日 来源：JUST COURT ADR） 

2019 年 11 月 18 日，俄亥俄州波蒂奇县启动了当地第一个 ODR

项目，为止赎权（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案件提供在线调解服务。该程

序是在波蒂奇县的民事诉讼法庭法官 Laurie J. Pittman 的指导下开发

的，使用了 Court Innovations 的 Matterhorn 软件。该计划的目标是允

许当事人远程处理其案件。一旦借款人选择加入该程序，双方将收到

一封邀请其加入平台的电子邮件。之后，出借人的律师将要求借款人

 
* 蒙特利尔大学网络实验室研究员、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国家技术争端解决中心研究员。 
** 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 

研究员、美国联邦司法中心国际研究员。 

http://www.thenewsherald.com/news/new-program-allows-mediation-option-for-wayne-county-juveniles-charged/article_a1d0ef8c-0048-530f-b8ed-31329c70e287.html
http://www.thenewsherald.com/news/new-program-allows-mediation-option-for-wayne-county-juveniles-charged/article_a1d0ef8c-0048-530f-b8ed-31329c70e287.html
http://blog.aboutrsi.org/2019/foreclosure-mediation-2/ohios-portage-county-launches-the-nations-first-odr-program-for-foreclosure-mediation/
http://blog.aboutrsi.org/2019/foreclosure-mediation-2/ohios-portage-county-launches-the-nations-first-odr-program-for-foreclosu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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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种文件，借款人可以在方便时在线提交。此外，在线平台还允

许调解员参与整个过程，并定期与各方进行沟通。与面对面程序一样，

整个在线过程从开始到完成大约需要 90 天。法官 Laurie J. Pittma 希望

借此扩大在线调解的使用，为当事人提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服务。 

3. 加拿大组织开始接受并处理全球域名争议（2019 年 11 月 13 日 

来源：BENZINGA） 

加拿大国际互联网争议解决中心（CIIDRC）宣布，现已开放营业，

并在其新网站 www.ciidrc.org 推出域名争议的解纷服务。CIIDRC 已获

得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批准，成为加拿大第

一家、西半球第二家域名争议解决服务提供商。该平台旨在提供一个

易于使用、中立且高效的在线解纷平台来解决域名争议。网站平台提

供全天候服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投诉域名并寻求其他相关信息。同

时，网站会提供一份公正且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名册。 

4. 英国：商业银行纠纷解决服务机构推出纠纷解决试点项目

（2019 年 11 月 6 日 来源：Lexology） 

2019 年 11 月 1 日，英国商业银行纠纷解决服务机构（Business 

Banking Resolution Service，简称 BBRS）宣布即将推出新的纠纷解决试

点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英国中小企业的投诉和 ADR 情况而设立，

旨在为中小企业（SME）解决与银行之间的纠纷提供替代性争议解决

服务，提供更有效、更公平的纠纷解决方式。BBRS 将于 2020 年初全

面启动，目前只针对某些投诉进行小范围试行。 

BBRS 由业务部门和金融机构组成，目的是解决英国中小企业与

银行之间的纠纷。其中，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是营业额在 650 万英镑

至 1000 万英镑之间，资产负债表最高为 750 万英镑的中小企业。目

前，英国七家主要银行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汇丰银行等，已同

意参与试点项目，未来还会有更多银行加入。BBRS 将根据独立、公

平、高效、透明、可获得性五项主要原则开展试点项目，其中为了保

https://www.benzinga.com/pressreleases/19/11/n14803457/canadian-organization-takes-on-global-domain-name-disputes
https://www.benzinga.com/pressreleases/19/11/n14803457/canadian-organization-takes-on-global-domain-name-disputes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3d37f2a-e716-435b-aec7-104d35dfa0b6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3d37f2a-e716-435b-aec7-104d35dfa0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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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试点项目的“可获得性”，解决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纠纷采取不

收费原则。 

5. 新加坡：又有 5 个国家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2019 年 11 月 20

日 来源：BUSINESSTIMES） 

11 月 19 日，常设仲裁法院新加坡办公室（Singapore Office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正式成立，高级部长唐国荣（Edwin Tong）

表示，又有五个国家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目前公约签署国总

数已达到 51 个。该五个国家分别是：亚美尼亚、乍得、厄瓜多尔、

加蓬和几内亚。 

6. 印度：数据保护法接近通过，内阁已经批准！（2019 年 12 月

4 日 来源：livemint） 

印度联邦内阁批准了印度《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建

立一个法律框架，以保证数据共享中“同意”原则的神圣性，并对违

反隐私规则的行为进行处罚。 

该法案提议社交媒体平台创建一种机制，即对于注册或使用印度

服务的每个用户，都必须建立一种自愿可验证账户机制。该法案将数

据分为三类：重要数据、敏感数据和一般数据。对于敏感数据（包括

财务、健康、性取向、生物特征、宗教或政治信仰和隶属关系等）只

能存储在印度，只有在征得数据主体明确同意后才可以在印度以外的

地方使用。 

二、国内 ODR 最新动态 

（一）多元解纷各地经验 

1. 北京：“无讼朝阳”在线平台启动：以区块链技术核心支撑 促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2019 年 11 月 13 日 来源：经济日报） 

11 月 13 日，北京市首个应用区块链技术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在

线平台——“无讼朝阳”正式启动。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身临其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overnment-economy/5-more-countries-sign-singapore-convention-on-mediation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overnment-economy/5-more-countries-sign-singapore-convention-on-mediation
https://www.livemint.com/politics/policy/data-protection-bill-gets-cabinet-nod-11575443663959.html
https://www.livemint.com/politics/policy/data-protection-bill-gets-cabinet-nod-11575443663959.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070058611008153&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07005861100815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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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参加调解。 

“无讼朝阳”是覆盖了整个朝阳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平台，相关

系统由朝阳区法院负责研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由朝阳区司法局负责

支撑，搭建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工作格局，完善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群众通过微信小程序可以

顺畅快捷的找到可信、专业的调解组织，解决了遇到纠纷该找谁、到

哪找的问题。“无讼朝阳”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等技术，集调解资源整合管理、矛盾纠纷排查分析、在线矛盾

多元调解、调解业务培训指导、在线申请司法确认等功能于一体。“最

大的技术亮点是应用区块链技术将调解申请、证据材料、调解卷宗、

司法确认裁定书等同步上链，确保了纠纷化解各环节的可信价值传输、

信任体系建立、信息纽带联结，以一体化、一站式的模式实现了矛盾

纠纷源头化解。” 

2. 浙江：全国首家全流程网上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平台上线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来源：央广网） 

11 月 12 日下午，浙江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网络平台正式上线，

该平台的上线标志着浙江省“互联网+调解仲裁”迈入了新的阶段，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实现“零跑次”。 

据介绍，浙江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网络平台是全国第一个集成

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并实现全流程在线办理的劳动人事争议维权平

台。调解仲裁网络平台包括电脑端和手机端，当事人可以通过登录“浙

江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网”，或点击浙里办 APP 服务大厅中的人

社综合服务专区，申请调解、申请仲裁、提交证据、参加视频调解和

在线庭审，还可以查看案件进度、查收调解仲裁法律文书等操作，实

现足不出户在家办理调解、仲裁事务。 

3. 浙江：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立（2019 年 12 月 31 日 来

源：浙江天平（公众号））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91112/t20191112_524855265.shtml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91112/t20191112_524855265.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3PA5-z4UxD_LNDj1EptEg
https://mp.weixin.qq.com/s/m3PA5-z4UxD_LNDj1Ept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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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上午，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揭牌仪式在杭州举行，

标志着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实现了省市县全覆盖。 

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由省政府、省法院联合设立，分别在省

法院和省司法厅挂牌。这是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

的创新举措，也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的重要平台。对于向省政府和集中复议的省级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向省法院起诉的行政争议，承办人或承办法官将引导申请人或原告借

助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以推进更多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

解、减少行政案件诉源。 

4. 浙江：基层治理再升级 | 余杭社会治理 ODR 项目在五常街

道试点上线！（2019 年 12 月 26 日 来源：余杭晨报） 

ODR 是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余杭社会治理 ODR 旨在对

社会矛盾真正做到“矛盾早化解、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镇街”，

在法治化框架下、高效率智能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余杭社会治理 ODR 面向群众提供视频接访、信访代办、案例推

送、法律咨询、在线调解等便捷服务。通过社会治理 ODR 系统，可

以让老百姓足不出户解决信访矛盾诉求，助力“最多跑一次”，让信

访矛盾纠纷实现前道过滤化解，助力信访控总量。 

五常街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智能化领域中做了不少探索。建设

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完善联动治理架构；建立健全“日值班、

周会商、半月联席会议”制度；全面铺开信访代办制度，帮助群众解

决矛盾、表达诉求、跟踪信访受理进度、反馈信访处理结果。 

5. 浙江：“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杭州调解室在江干设立！

（2019 年 12 月 6 日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12 月 5 日下午，“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杭州调解室签约

及揭牌仪式在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举行。北京融商“一带一路”

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与杭州市江干区司法局签约，共建“一带一路”

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1353788
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1353788
https://zj.zjol.com.cn/news/1341610.html
https://zj.zjol.com.cn/news/1341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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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杭州调解室。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杭州调解室成立后，将借助“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已有的成功经验，结合杭州本土特点，推

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杭州广大涉外企业降低争议解决成本、

提高争议解决效率、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提供服务。 

6. 江苏无锡：劳动争议可以网上申请调解，还能自选调解员（2019

年 12 月 10 日 来源：无锡人社（公众号）） 

12 月 10 日，由无锡人社自主开发的“太湖明珠无锡网上调解平

台”正式上线，此举标志着无锡市“互联网+调解”工作水平实现了

一次全新跨越！ 

现在起，劳动争议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申请调解，自主选

择调解员，实时掌握调解进度，完整知晓调解期限，在保障当事人享

受更加高效便捷调解服务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调解工作的规范化

和时效性，更好地服务全市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7. 江苏：南京成立非诉讼服务中心（2019 年 12 月 31 日 来源：

东方卫报） 

12 月 30 日，市司法局召开南京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动员

部署会，同时举行了南京市非诉讼服务中心揭牌仪式。 

市非诉讼服务中心依托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整合司法行政

系统各项非诉讼纠纷化解职能，搭建非诉讼纠纷案件一站式受理平台，

根据当事人法律服务需求，研判明确非诉讼纠纷化解受理范围，并进

行分流、指派、化解，实现“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流转办”。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将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

全业务、全时空、全生命周期的优势，构建覆盖市、区、街道(乡镇)、

社区(村)四级，聚合行政机关、专门机构、社会组织、民间人士等资

源力量的“四纵四横”工作网络，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

解、公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等职能，建立全面覆盖民事、

https://mp.weixin.qq.com/s/A8b-8UloHXg3EzkOta6GJw
https://mp.weixin.qq.com/s/A8b-8UloHXg3EzkOta6GJw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36506143073532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365061430735322&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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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家事、行政等四大领域的线上线下非诉讼纠纷化解综合平台，

丰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8. 湖南：证监局法院投服中心三方发文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

解（2019 年 12 月 20 日 来源：新华网）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与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 19 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

实施方案》。这是证监会系统首次以三方联合发文的形式共同推进辖

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 

湖南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何庆文表示，《实施方案》的成功签

署，标志着湖南辖区诉调对接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发展阶段，将

推动辖区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次签约后，投服中心与包括湖南在内的全国 35 个辖区 39 家

中、高级人民法院建立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初步形成全国性网络。 

9. 辽宁：“甘区样板”精雕琢 矛盾纠纷巧化解（2019 年 12 月 25

日 来源：辽宁长安网） 

日前，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政法委印发《关于创建“一站式”

矛盾纠纷解决平台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实施方案》。《实施

方案》要求，至今年年底，甘井子区初步构建起上下联动、纵横贯通

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至 2020 年年底，全区“一站式”矛

盾纠纷解决平台高效运转。 

目前，甘井子区已经建立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平台主要成员单位 

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席会议。大连市甘井子区将充分利用 

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手段，不断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的智 

能化建设，确保市、区、街道、社区（村）四级平台及时有效对接， 

提升工作运转能力。依托信息平台建立人民调解业务专家名册、人民 

调解咨询专家库、人民调解精品案例库，指导人民调解员有效开展调 

解工作，提高疑难复杂纠纷预防化解能力。拓展完善信息平台矛盾纠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12/20/c_1125368942.htm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12/20/c_1125368942.htm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9/2019-12/26/content_12311835.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9/2019-12/26/content_123118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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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信息推送、事件自动流转、情况及时跟踪反馈、工作成效即时评价、 

智能分析研判等功能，打造集矛盾纠纷线上流转办事、动态管理、调 

度指挥、预测预警、精准决策于一体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指挥模式。 

10. 吉林：枫桥经验上列车：车厢里的流动“纠纷调解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17 日 来源：长春铁路公安） 

近日，长春铁路公安处开展了“枫桥经验上列车”创建活动，在

长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值乘的 120 多趟列车上成立了“流动纠纷调

委员会”。委员会由乘警长、列车长、检车长和乘车旅客的治安志愿

组成，委员会成员全程参与处理列车上的矛盾纠纷化解。从而避免了

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 

据统计，列车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长春乘警支队每天处理

旅客纠纷达 100 余件，每天有近 500 名旅客治安志愿者自愿参与到纠

纷调解中来，让旅客纠纷在列车上就地化解，为乘警处置工作提供了

极大的帮助，实现了矛盾不升级、问题不下车、影响不出路、平安不

出事的良好效果。 

11. 吉林：长白山司法局打造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让矛盾纠纷化解

在指尖（2019 年 12 月 18 日 来源：法制日报） 

长白山司法局开创“天池和”公共法律服务品牌，打通人民调解

“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指尖上，解决在掌心

里。开辟纠纷化解新渠道。在景区里设立了数十块这样的宣传牌，在

小镇居民集中的地方，也都安装了宣传牌，用手机扫二维码，即可下

载“天池和”程序，该程序具有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国内公证和法

律援助四大功能。打造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长白山司法局积极探索警

调对接机制，在长白山景区建立旅游纠纷联合调解室，派驻专职调解

员受理符合警调对接范围的矛盾纠纷，确保公安和人民调解通力合作，

实现有效联动、优势互补。 

除了警调对接，长白山司法局积极创新“枫桥经验”，进一步完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19-11/18/content_12302728.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19-11/18/content_12302728.s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9/1218/c42510-31511291.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9/1218/c42510-315112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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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业性调解组织工作机制，对联合成立的治安、交通、商事、医患

等行业性纠纷调解组织进行指导，发挥其应有作用。与信访局联合建

立“访调对接”机制。与法院联合成立了诉前调解室，实现“诉调对

接”。与检察院建立“检调对接”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更便捷高效地解决纠纷途径。 

12. 广西:利用“云”和“大数据”提升平安建设质量（2019 年 12

月 5 日 来源：平安广西网） 

全区建成地市级信息资源交换共享总平台 10 个，全面升级平安

建设信息系统后，县级以下综治中心通过网上受理和流转处理矛盾纠

纷、治安隐患、群众诉求等各类事项 606.8 万件，平均每天处理 1.7 万

件，近 98%的矛盾纠纷在乡镇得到解决。 

互联互通、智慧智能生活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互联网+”的力

量，给社会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如何

把挑战变成机遇？勇立潮头的广西，正在积极探索“互联网+社会治

理”新模式，打造“数字平安广西”，奏响社会治理新的动人乐章。 

13. 广西桂林创新医患纠纷调解机制 医患纠纷调结“零反悔”“零

上访”（2019 年 11 月 15 日 来源：平安广西网） 

创新医患纠纷调解模式。经过探索、总结，桂林市逐步形成了具

有当地特色的“四个一”医患纠纷调解新模式：构建一个领导体系；

建立一套联动机制；搭建一个工作平台；完善一套保障机制。 

建专业化医调队伍。“五库”即人民调解员库、医疗专家库、法

律专家库、保险专家库、司法鉴定专家库。“一会”即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专家咨询委员会。目前，桂林市在医患纠纷调解中发挥最关键作

用的人民调解员库、医疗专家库、法律专家库“三库”人才有 1003 名。 

医调“三部曲”确保公平公正。及时稳控，准确定性，“背靠背”

了解、“面对面”调解。 

14. 湖北：你的“智能律师”已上线！3 分钟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5/2019-12/05/content_12307166.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5/2019-12/05/content_12307166.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5/2019-11/15/content_12302322.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5/2019-11/15/content_12302322.shtml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8/2019-12/28/content_123123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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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8 日 来源：法制日报）  

恩施州司法局研发了湖北省首个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平台，后将智

能终端机投放到各县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司法所使用。恩施州公共

法律服务智能平台设有智能咨询、智能文书、公证服务、案例查询、

人民调解、仲裁服务等服务模块，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律师免费咨

询法律问题，查找身边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等法律

服务机构。 

针对司法所人员编制不足、超负荷运转的现状，恩施州以鹤峰县

为试点搭建“移动司法所”。该项目基于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互联

网技术，设置社区矫正、公共法律服务、视频会议、手持终端四大系

统，集合了社区矫正对象在线监管、矛盾纠纷在线调解、法律援助在

线申请、法律咨询在线答疑、视频会议互联互通等 10 余项服务项目。 

截至目前，“移动司法所”已经覆盖鹤峰县 9 个司法所、226 个

人民调解组织，95%的社区服刑人员实现在线监管，累计开展社区服

刑人员点检万余人次，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社区矫正集中整训 15

次，参与人民调解、接待法律咨询 2800 人次。 

15. 云南：超 1200 台智能机器人让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2019

年 12 月 7 日 来源：云南司法行政） 

云南省司法厅借助“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提升公共法律服务

效率，保障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提升服务便捷度，打通公共法律服务

“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次解决法律问题过程中感受获得

感与幸福感。截至目前，云南省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共发放 1200 余

台，联通省、市、县、乡、村五级服务。 

云南省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具备法律咨询、业务在线申办、司法

信息便民查询三大类服务功能。“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在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可替代传统坐班柜台，以智能化业务水平提供“一站式”公

共法律服务。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8/2019-12/28/content_12312317.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4CIWSbjYT_W1nB-cGwC6w
https://mp.weixin.qq.com/s/U4CIWSbjYT_W1nB-cGwC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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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审案新探索 

1. 最高法：为智慧法院建设再添一个全新引擎——“法律人专属”

天平阳光 APP 正式上线（2019 年 12 月 18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12 月 17 日，天平阳光一体化移动平台（简称天平阳光 APP）上

线发布会在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天平阳光 APP 由资讯、服务、社交三

大功能版块组成。 

天平阳光 APP 资讯版块，旨在打造一个权威的法治资讯平台，

在频道设计上也突出了法治这个主题，设置要闻、案件、高法等标签，

以新闻瀑布流形式实时分类推送法治资讯。 

服务版块，旨在打造透明便民的智慧服务平台。在这个版块，除

接入了四大司法公开平台、诉讼指南、文书模板、公告服务等“传统

特色”外，还加入了很多智能实用的法律服务功能，以应对更加多元

化的诉讼服务应用场景。 

社交版块，旨在打造一个深度互动的社交平台。用户可以实现即

时通讯和群聊，还能通过时下热门的短视频丰富用户之间的交流形式。

在聊天功能中，还引入了法院人专属表情包。 

2. 最高法：“人民法庭工作平台”、“人民法庭信息平台”正式

上线运行（2019 年 11 月 8 日 来源：中国法院网） 

11 月 8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平台”和“人民法

庭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人民法庭工作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基

本情况、人员情况、案件质效等信息深度整合，实现了对基层法院、

人民法庭“人、案、事”的实时、动态、智能管理。人民法庭信息平

台全面展示全国人民法庭的新闻动态、工作成效、为民举措等，鲜活

展现人民法庭工作全貌，使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基层法庭工作。 

3. 最高法：域外法查明统一平台今天正式上线启动（2019 年 11

月 29 日 来源：人民网-法治频道）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18/content_163509.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18/content_163509.htm?div=-1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1/id/4624011.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1/id/4624011.s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9/1129/c42510-31482058.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9/1129/c42510-31482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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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域外法查明平台在国际商事法庭

网站（http：//cicc.court.gov.cn）上线启动，标志着全国法院域外法查

明统一平台的正式建立。该平台的上线启动，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要求，有效破解制约涉外审判实践中域外法查明难的“瓶颈”问题、

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域外法查明平

台面向各级人民法院、诉讼案件当事人及代理律师、跨境商贸投资或

跨境争议需要查明域外法律的企业，需要了解域外法律的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或其他单位开放。 

4. 北京：西城法院诉源治理“直通车”，打通联系群众“最后一

公里”（2019 年 11 月 12 日 来源：北京西城法院（公众号）） 

11 月 12 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宣布

西城法院“诉源治理直通车”工作站正式启用。 

（1）畅通需求收集渠道，打通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通过直

通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入驻“西城家园”APP、设立实体工作站、

开展“群众需要 法官来到”工作、健全多元解纷体系、开展定制式

精准普法、提供分析报告、发送司法建议、坚持定期走访九项具体工

作举措，构建了“多渠道收集群众需求、零距离解决矛盾纠纷、全方

位完善共治”三项工作机制。 

（2）前端化解矛盾纠纷，做到司法服务“多元零距离”。工作站

是收集群众诉求、统筹诉源治理工作的总枢纽和指挥站。 

（3）参与基层共建共治。打造社会治理“有机共同体”。法院将

以直通车收集的数据为依据，以典型案例为支撑，不定期向相关部门

汇报诉源治理工作动态，反映风险隐患，提出对策建议等。 

5. 上海：杨浦法院多元解纷平台与智慧调解平台对接成功（2019

年 12 月 17 日 来源：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12 月 16 日，杨浦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又出新招，完成首例与司

https://mp.weixin.qq.com/s/5C2YfQwinryFpigEaWDyQQ
https://mp.weixin.qq.com/s/5C2YfQwinryFpigEaWDyQQ
http://www.shyp.gov.cn/shypq/xwzx-bmdt/20191217/346458.html
http://www.shyp.gov.cn/shypq/xwzx-bmdt/20191217/346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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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智慧调解平台对接案件，彰显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杨浦

老百姓切实体验到了“四个当天”：当天立案、当天推送、当天调解、

当天签收法律文书！ 

调解员通过“诉调工单”接收案件，迅速分派到专业调解委员会

并确定调解员，当即安排周一调解，经调解后形成调解协议笔录，需

要出具调解书。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将案件材料上传至智慧调解平台

并推送给法院，指导法官通过多元解纷平台收到此案后，即正式立案

并对调解协议进行当场审查。当事人通过微信缴纳本案诉讼费。当场

出具调解书，当事人当天签收。 

6. 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智能证据分析系统（2019 年 12 月 17 日 

来源：杭州互联网法院（公众号）） 

2019 年 12 月 12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智能证据分析系统，综

合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将大量机械、

重复的工作将全部交给系统完成，法官们一键点击就能获得证据分析

结果，为办案提供了参考，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介绍，智能

证据分析系统具备制作证据目录、智能比对文字作品、图片作品、视

频、智能计算金融借款等功能。 

7. 浙江：AI 法官助理“小智”又现身，这次就想问问 Ta 如何让

民间借贷纠纷智审速判！（2019 年 12 月 24 日 来源：浙江天平（公

众号）） 

今天，Ta 又来了！“小智”再次现身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庭

审现场！只见法官没有出声，法庭里已响起提问：“现在进行法庭发

问。原告，你与被告是何关系？”原来“小智”已经将事实性问题列

表实时推送到了显示屏上，法官只须点击具体问题，即可由“小智”

完成发问。 

“借条内容是否属实？”在法官提到“借条”时，小智开启“证

据唤醒”功能，屏幕上自动出现原告提交的借条证据原件，方便法官

https://mp.weixin.qq.com/s/ekrjT2d_lt8U8HHX5ADwiw
https://mp.weixin.qq.com/s/ekrjT2d_lt8U8HHX5ADwiw
https://mp.weixin.qq.com/s/M8RDgMi9WkWn-m0d8KBKAw
https://mp.weixin.qq.com/s/M8RDgMi9WkWn-m0d8KBKAw
https://mp.weixin.qq.com/s/M8RDgMi9WkWn-m0d8KBK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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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查看，判断证据“三性”。随着庭审的推进，“小智”汇总原被

告提供的各项证据，并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实时形成证据链——一

条还原了整个借款经过的时间轴跃然眼前，辅助法官梳理案件事实。 

开庭后短短 30 分钟，原被告双方已经收到判决书。点击结案后，

“小智”提示法官：“案件已自动进入归档程序，庭审视频与庭审笔

录可同步对应点击回看。” 

8. 江苏：南通中院在全省率先推出破产案件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来源：南通网） 

12 月 11 日下午，南通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破产案件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新闻发布会，并介绍该系统开发和试运行情况。 

破产案件管理信息系统由南通中院联合中行南通分行、管理人协

会等共同开发，将以信息化手段对破产企业的资金流转、使用进行全

方位监督，对每一笔款项的用途、流向全程可视。同时实现资金管理

全线上操作、资金统一集中管理，确保破产企业财产安全，切实维护

债权人利益。 

据了解，南通中院将牵头在运行过程中结合各方反馈，对系统进

行优化完善，以此为基础开发破产案件全流程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破产案件办理全节点管控、债权人线上表决及结果自动统计、分配

方案自动生成及校核、委托评估审计事项全网公开、大数据辅助管理

人业绩考核等功能，全面加强对破产案件的质效管理。 

9. 便捷，高效！山东济南高新法院信息化建设驶入快车道（2019

年 12 月 20 日 来源：智慧法院进行时（公众号）） 

11 月 21 日，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率先启用

全省法院诉讼费管理与电子票据应用系统。该系统结合了线上线下一

体化缴费及电子票据平台的功能，对法院、财政、银行等多个系统进

行改造、整合和对接，实现跨行业、跨部门的流程再造，形成了针对

诉讼费缴费渠道、电子票据、结算退费、资金管理等一揽子的整体解

https://nt.leju.com/news/2019-12-13/08136611045178667233557.shtml
https://nt.leju.com/news/2019-12-13/08136611045178667233557.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Eux2Oz2rEJ8ahP-wcRqVg
https://mp.weixin.qq.com/s/UEux2Oz2rEJ8ahP-wcRq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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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截至 12 月 18 日，通过该系统缴费 466 笔，生成电子票据 354

张，总计完成缴费 209.48 万元。这标志着山东省法院诉讼费全流程信

息化管控和电子票据应用取得重大进展。 

10. 四川：引入区块链存证系统 成都青羊金融智能审判平台发布

（2019 年 12 月 6 日 来源：红星新闻） 

12 月 6 日，金融智能审判平台——“青·云”智审平台正式发布，

实现案件管理数字化、模块化。目前，“青·云”智审平台已迭代更

新至 2.0 版本，新增了司法区块链存证系统，最大限度保证电子数据

的真实性。该平台还拥有诉调一体、对接执行环节等功能，不但可以

将金融纠纷案件分发到各调解组织，还能将所有的案件信息同步到执

行系统，提升当事人和法官的工作效率。 

“‘青·云’智审平台 2.0 版功能升级后，已全面覆盖案件各个

环节，实现了对案件全方位的数字管理。”青羊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一数字化平台为切实解决金融纠纷、保护金融债权、保障

金融业发展，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司法支持。 

11. 长沙岳麓“智慧内核”：专业团队+信息化（2019 年 11 月 13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面对执行工作的新形势、新挑战，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通过执行案件繁简分流与集约化工作机制改革，组建起“简易案件执

行组（财产查控组）”（快执组）、“普通案件执行组”（普执组）、

“涉大型机械设备案件执行组”（机执组）等多个专业化执行团队，

形成“执行局长全面统筹—执行团队专业分工”的扁平化管理模式，

增强执行组织结构韧性，同时通过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推动信息技

术在执行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构筑执行工作“智慧内核”，实现了执

行模式大变革。 

岳麓区法院执行人员外出执行的全过程，都会被一台执法记录仪

或者一台装有“移动执行 APP”系统的手机记录下来。其中，在“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15971028828668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159710288286680&wfr=spider&for=pc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1/13/content_162154.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1/13/content_162154.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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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执行 APP”系统里，执行人员待办事项、超期案件、期限预警一目

了然，执行会商、一键求助、事件上报等功能也可以在执行途中实时

完成。 

12. 海南：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2019 年 12 月 19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今年 9 月 26 日，海南第一、第二涉外民商事法庭和海口知识产

权法庭正式挂牌成立。 

（1）打造“一站式”解纷平台，建设智慧法庭。海南第一、第二

涉外民商事法庭积极探索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12 月 6 日，

海南涉外民商事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正式上线。这是全国首个涉外

民商事纠纷在线调解平台。第二涉外法庭积极建设“微法庭”和“24

小时法院”，实现移动办公、办案和为当事人提供掌上诉讼服务。（2）

设立巡回诉讼服务点，推进涉外多元解纷。（3）海口知识产权法庭挂

牌成立以来，积极创新审判机制，延伸司法职能，为企业提供司法服

务与保障。 

13. 海南首个自助法院，24 小时不打烊（2019 年 12 月 19 日 来

源：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众号）） 

海南省首家“24 小时自助法院”正式开张，地点位于海南第二涉

外民商事法庭大门右侧。室内安装有诉讼服务自助终端、智能文书填

写服务终端、综合文书打印服务终端、诉讼服务阅卷查询自助终端、

庭审直播终端、24小时云柜、公共服务终端等设备，可实现自助立案、

跨域立案、自助查询案件信息、材料转交、预约阅卷、失信人查询、

约见法官等功能。当事人仅需携带身份证进入“24 小时自助法院”，

通过机器即可完成业务办理，无需与工作人员对接。 

14. 福建：“数助决策”，这家法院为司法大数据服务社会治理

提供基层实践经验（2019 年 11 月 14 日 来源：智慧法院进行时（公

众号））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19/content_163572.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19/content_163572.htm?div=-1
https://mp.weixin.qq.com/s/Ble_MIEDCFDcf_DVwk9lGw
https://mp.weixin.qq.com/s/Ble_MIEDCFDcf_DVwk9lGw
https://mp.weixin.qq.com/s/Z8LCbS7ucZeK25mMkEe_tQ
https://mp.weixin.qq.com/s/Z8LCbS7ucZeK25mMkEe_tQ
https://mp.weixin.qq.com/s/Z8LCbS7ucZeK25mMkEe_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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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以及司法大数据辅助社会治理和审判决策

的作用，11 月 14 日上午，一场以“数助决策”为主题的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及座谈会在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举行。同时，由中国司

法大数据研究院和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设立的全国首家“数助决策”

实践基地正式揭牌。 

“数助决策”战略合作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内容：服务党政决策，

运用司法大数据助力市域社会治理；服务群众解纷，推动一站式多元

解纷再升级；服务科学管理，构建审判管理新格局；加强沟通交流，

定期开展数据辅助决策研究。 

15. 江西鄱阳县法院“法官工作室”入驻社区（2019 年 12 月 14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近日，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以城区法庭为依托，设立“法官工

作室”入驻社区办公，法官由传统的“坐堂办案”变为“设堂办案”。

该院选派优秀资深法官进入社区工作室，负责了解社情民意、提供法

律咨询、调处矛盾纠纷、进行普法宣传以及协助解决信访问题等工作，

每月召开一次调度会，制定工作计划，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同时

积极与各社区搞好工作衔接，力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16.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执行电子卷宗一键归档（2019

年 12 月 25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为推进执行案件档案电子化，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

民法院成立执行电子卷宗随案扫描中心，建立执行业务全流程网上办

理模式，积极探索实行执行电子卷宗一键归档。中心成立后，所有执

行案件材料随到随扫，在卷宗中清晰体现文书制作、签发、送达、归

档等节点，整个流程将实现全程留痕。扫描中心同步启动执行历史卷

宗电子化工作，建立执行案件卷宗电子库，为实现涉档业务在线办理

奠定基础。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14/content_163406.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14/content_163406.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25/content_163771.htm?div=-1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12/25/content_163771.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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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行业新动态 

1. 中普教育集团与北明软件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

12 月 6 日 来源：中普盛世文化（公众号）） 

12 月 3 日，中普教育集团与北明软件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双方资源整合，在共

同推进法律科技、法治文化产业、法治宣传与教育、法治小镇等领域

携手合作，提升双方整体实力，实现共赢发展。 

2. 智慧星光北斗舆情态势感知可视化系统上线（2019 年 11 月 28

日 来源：智慧星光（公众号）） 

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北斗舆情态势感知系统，以

大数据为核心基础，依托舆情态势、事件分析、舆情预警、专题监测

四大功能，帮助各地社会公共管理单位，从全局视角提升对舆情信息

的发现识别、理解分析、响应处置能力。 

（1）态势沙盘，实时总览全局。通过舆情态势沙盘，用户能够直

观看到属地整体舆情态势，包含总信息量、属地相关信息量、属地负

面信息量、推送预警总量、本地媒体量等多项信息，数字化精准描述

整体舆情态势。此外，用户还可实时浏览属地舆情涉事类型、整体舆

情负面占比、监测定位最新预警舆情、分析舆情走势峰谷等。（2）热

点事件深度剖析，追踪溯源了解事件全貌。针对某个热点事件，北斗

舆情态势感知可进行深度分析，通过驾驶舱视图看到整个事件的概况，

包括事件概述、脉络和走势。（3）人工+机器智能，精准及时预警。

（4）灵活设立专题，全流程舆情解决方案。 

3. 亿律机器人助力社会治理“未来乡村新模式”（2019 年 12 月

26 日 来源：亿律（公众号）） 

12 月 24 日，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处与北京亿律

科技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12 月 25 日，亿律将法宝宝公益赠

予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秘书处，共同打造社会治理“未来

https://mp.weixin.qq.com/s/vovE0PzWigtBEajbRBJN7Q
https://mp.weixin.qq.com/s/vovE0PzWigtBEajbRBJN7Q
https://mp.weixin.qq.com/s/La68EEeVBG8AiaZsyvLDng
https://mp.weixin.qq.com/s/La68EEeVBG8AiaZsyvLDng
https://mp.weixin.qq.com/s/ZbD3UZy3QeOybVeZr7grOA
https://mp.weixin.qq.com/s/ZbD3UZy3QeOybVeZr7g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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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新模式”，即送法下乡+智慧普法调解，这是即“余杭模式=智能

信访+智能调解”之后又一创新模式。 

亿律利用平台 5 万专业律师、近百家律所机构资源，智能整合线

上 860 万法律咨询大数据，研发出社区智能法律机器人——法宝宝，

与社区共享资源，为百姓提供智能法律服务。“法宝宝”能够一站式

解决法律需求，提供智能咨询、律师咨询、爱老遗嘱（为社区居民普

及遗嘱继承相关法律介绍；提供合法遗嘱订立报名服务，也可预约上

门订立遗嘱服务）、爱老养老（提供公益爱老养老咨询、健康养生小

常识、养老机构信息等）、法律文书、防诈骗讲座、维权服务、公告

八大服务模块。 

4. 新浪：黑猫投诉评审团正式上线 专业角度助力解决消费纠纷

（2019 年 12 月 19 日 来源：人民网） 

12 月 12 日，黑猫投诉评审团正式上线。黑猫评审团是黑猫投诉

平台推出的中立第三方的意见联盟，评审团成员由黑猫投诉官方邀请

入驻，其中包括：知名媒体、法律人士、行业专家、权威机构等。黑

猫评审团成员可以依据具体的投诉案例，从专业角度作出分析及建议，

供消费者与企业在协商处理纠纷时作为参考。 

黑猫投诉平台致力于提供一站式的消费维权服务，秉持保障消费

者正当权益、打造良好消费生态链的宗旨，以新浪网和微博为依托，

着力搭建第三方投诉平台，让普通人的维权更容易。自平台上线以来，

截至 12 月 11 日，平台累计收到有效投诉 65000 余单，回复率 81%，

受到用户的广泛好评。评审团的上线，能够给消费者提供更直接、更

便捷的权威性指导，通过评审团成员的专业知识以及黑猫投诉平台的

影响力，共同实现对消费者投诉的妥善处理，达到投诉反馈的权威化、

规范化、合理化。 

5. 影视娱乐法律服务平台：众乐乐改版升级隆重上线（2019 年 12

月 24 日 来源：和讯网） 

http://sunjuan2.cn/jjxw/2019/12/19/1005164.html
http://sunjuan2.cn/jjxw/2019/12/19/1005164.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770018499032496&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77001849903249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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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0 日，第四届众乐乐娱乐法论坛暨直播与短视频法

律问题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此次论坛中，已经服务影视娱乐行

业三年之久的法律服务平台——众乐乐娱乐法迎来重大改版升级。全

新平台设置了更加完备的合同库和法规库，也提供线下“一对一”的

专业律师团队服务。 

此外，众乐乐还推出了国内首个影视 ADR 中心，与国内第三方

争议多元解决机构联合，为影视行业的纠纷提供非诉讼的多元化的解

决方式，当事人可选择除诉讼外的其他手段来解决影视领域中的各类

民商事纠纷。ADR 专家调解组织文娱行业专家、律师来进行专业调

解。能够确保最大程度的获得双方当事人的心理认同，避免因为诉讼

给影视公司及个人带来的不利影响，节省时间与精力成本，保护当事

人的隐私，满足客户的更高要求。 

三、最新政策类动态 

（一）相关领导讲话 

1. 周强：加强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应用全面提升智慧法院建设水平

（2019 年 11 月 9 日 来源：中国法院网） 

11 月 8 日下午，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 2019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周强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要大

力提高诉讼服务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以构建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为目标，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推动诉讼服务线上线下功能互补、有机结合，实现一站通办、一网通

办、一号通办。要全面提升审判执行工作智能化水平，深入推进电子

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推广庭审语音识别、文书智能纠错、

类案强制检索等应用，努力攻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一批关键技术，

推广应用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全方位升级执行办案平台。要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1/id/4624079.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1/id/46240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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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全国统一司法链平台为重点，提升司法管理精细化水平，积极

探索引入智能合约，建设完善数据中心以及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

优化办公办案系统，加快建设全国人民法庭信息网和全国人民法庭工

作平台。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质效型运维管理和安全防御能力

建设，优化法院专网结构，提升网络可靠性，建设完善可视化运行质

效管理平台，健全质效型运维保障管理制度，加强信息安全保障，确

保智慧法院建设稳步推进。 

2. 周强：加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2019 年 11 月 21 日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1 月 20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召开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进会，最高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强要求，要大力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确保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发挥实效。要积极参与建设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与金融

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加强协作配合，为群众提供多途径、

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纠纷解决渠道，促进非诉解决机制与审判执行

工作的顺畅衔接和高效流转。要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功能转型升级，强

化多元解纷实体化运行功能，实现一站式快速解纷。要持续推进金融

纠纷“分调裁审”改革，推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构建科学、精

准、高效的案件流转、调裁对接、程序转换机制，更好实现源头解纷、

分流提速、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3. 周强：推进繁简分流改革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2019

年 12 月 24 日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

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对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作出部

https://mp.weixin.qq.com/s/-xXEbm0sM20pU0asfYCL3A
https://mp.weixin.qq.com/s/-xXEbm0sM20pU0asfYCL3A
https://mp.weixin.qq.com/s/g22fm1AGPOCyaRsgOFvelw
https://mp.weixin.qq.com/s/g22fm1AGPOCyaRsgOFve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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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要求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社

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为

进一步从诉讼制度和机制层面提升司法效能，满足信息化时代人民群

众高效、便捷、公正解决纠纷的多元需求，有必要改进和完善部分民

事诉讼程序规则。 

试点的主要内容是：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

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 

4. 陈一新：谋划明年工作思路要找准助推“中国之治”着力点

（2019 年 12 月 9 日 来源：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12 月 9 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主持召开政法工作调研座

谈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判明年政法工作形势，

交流各地值得全国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创新举措，听取对中央政法委明

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为谋划明年政法工作思路作准备。 

找准基层基础建设的难点。基层矛盾风险多发，而统筹防范化解

矛盾风险的资源能力不足，是当前基层基础建设存在的难点问题。要

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真正做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

下倾，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重点要研究如何推动加强地方各级综治中心建设、完善乡镇

（街道）政法委员制度、完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基础要素

管控措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5. 李少平：巩固实践成果加大创新力度，持续推进互联网法院建

设（2019 年 12 月 5 日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2 月 5 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李少平参加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互联网法院的探索与实践”专题

研讨并发言。 

李少平指出，互联网法院发展是互联网时代大势所趋、互联网社

https://mp.weixin.qq.com/s/5HZc0P3TzoDRacGLsktxog
https://mp.weixin.qq.com/s/5HZc0P3TzoDRacGLsktxog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6181.html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6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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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心所盼、互联网司法实践所向……同时表示，中国法院将巩固优

化互联网法院实践成果，加大创新力度，推动互联网与司法在更高层

面、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深度融合。一是提升技术保障能力，促进技

术应用更加便捷实用。二是总结实践经验，探索形成智能司法和在线

诉讼程序机制，促进司法实践更加系统集成。三是与时俱进，积极推

动制度规则完善，打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二）相关政策规定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意见》（2019 年 11 月 24 日 来源：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的意见》。 

…… 

（三）强化案件执行措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

确认机制。 

（六）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

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 

（八）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健全行政确权、公证存证、

仲裁、调解、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之间的衔接机制。 

（九）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在案件多发地区探索建立

仲裁、调解优先推荐机制。 

（十）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 

（十四）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预警防

范机制，加强重大案件跟踪研究，建立国外知识产权法律修改变化动

态跟踪机制，及时发布风险预警报告。加强海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构建海外纠纷协调解决机制。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2019 年 12 月 27 日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24/content_545507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24/content_5455070.htm
https://mp.weixin.qq.com/s/DawOC0ZExlqbG2NPOF11mg
https://mp.weixin.qq.com/s/DawOC0ZExlqbG2NPOF1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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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意见》共计六部分 39 条，围绕新时代新任务新目标，明确提

出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总体要

求，以及各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 

…… 

五、进一步加强“一站式”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为“一

带一路”建设参与方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30. 鼓励边境地区、重要节点城市、核心区域依照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探索区域性的双边、多边争端解决合作机制，在边贸地区、合

作中心、口岸区域建立联合纠纷解决平台，运用信息化技术和在线纠

纷解决机制（ODR），优化送达方式，改革纠纷调处程序，化解涉外

案件送达难、耗时长、公证认证慢、对域外法不了解等实际困难，高

效低成本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2019年 12月 27日 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 

二、加大改革创新，推动完善新片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7.积极推动完善新片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尊重中外当事人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权，

着力推动新片区调解制度创新。鼓励商事调解机构参与国际商事、海

事、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的调解，加大运用在线调解方式，为

中外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渠道，形成调解、仲

裁与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实施高标准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提供法律服务…… 

4. 最高法、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2019 年 11 月 20 日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

传媒总社） 

https://mp.weixin.qq.com/s/DawOC0ZExlqbG2NPOF11mg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12941.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12941.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12941.html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1721.html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1721.html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1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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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持

续健康发展，1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建设的意见》。《意见》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案件范围、调解

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对规范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工作流程作出规

定。 

《意见》强调，各部门要加强分工协作，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的保障落实。要提升金融解纷信息化水平，建立完善金融纠纷典

型案例库、金融投诉数据库，深化司法、金融信息共享，充分发挥智

慧法院、智慧金融建设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积极作用。 

5. 上海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规定》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来源：市司法局促进法治处） 

11 月 25 日，上海召开全市调解工作会议。会上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

若干意见》《关于规范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规定》《关于政府购买人

民调解服务的实施细则》等 4 份文件。 

其中《关于规范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规定》规定： 

第二十二条 （线上调解）调解组织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等新型沟

通方式进行线上调解，线上调解应参照前述调解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网络平台的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可以开展网络平

台上的矛盾纠纷的化解。 

第三十条 （智慧调解）调解组织对于本组织调解的案件应归档

并制作调解卷宗。调解组织应通过司法行政部门相关信息化平台进行

电子文档的扫描、归档和数据统计。电子文档应包含当事人调解申请

书或有关部门委托调解书及调解协议书等重要文件…… 

四、行业内理论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FUJspF11Iqp-VyZuh5sFQQ
https://mp.weixin.qq.com/s/FUJspF11Iqp-VyZuh5sF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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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胜男、李波：人工智能介质下审判路径范式构建透析——法

律知识图谱的模型构建（2019 年 11 月 4 日 来源：《人民司法》） 

人工智能与司法实践有机融合已成为趋势，司法需求非常迫切，

而人工智能审判作为一个“聪明但不独立的助手”，给司法应用带来

契机。本文第一部分以互联网法院实际运行机制入手，从正面视角出

发，通过智能化的信息可溯源、链路可互通、机器可抓取、图谱可汇

制等特质追索人工智能审判的可能性。但法律知识图谱并不是一个黑

盒子，神经网络算法突破了传统的线性思维逻辑，人工智能审判仍然

有技术边界。第二部分以技术思维缺陷为探针，从反面视角出发，进

一步研究得出限制人工智能审判应用的局限性问题，即法律知识图谱

没有衍生性、人工智能无情感、“标准化”冲突、人工神经网络适用

案件类型存在局限性。最后为司法审判的智能化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

路径，即构建法律知识图谱的模型。 

2. 张春和、林北征：司法区块链的网络诉源治理逻辑、困惑与进

路（2019 年 11 月 19 日 来源：《中国应用法学》） 

全程在线审判方式变革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使大量纠纷涌入

互联网法院，在占用大量审判资源的同时，制约了互联网法院网络空

间治理功能的发挥。在此背景下，诉源治理成为互联网法院预防与化

解海量案件的有效机制。依托区块链技术手段，可以使各类互联网主

体自主、可信、加密、可溯地记录自身行为，在源头上建立合法意识，

指引依法行为。一方面，在纠纷发生时能成为有效证明依据，解决审

判中的证据问题；另一方面，海量数据本身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负面

作用，帮助网络空间建立合理可靠的行为信任机制，抑制了纠纷发生，

加速了纠纷化解。 

作为新兴司法科技，在基础技术、诉讼证明及信用评价等方面还

需要应对挑战。但可通过强化区块链基础建设，建立可信电子证据平

台，打造司法信用共治平台，搭建基本的网络诉源治理应用场景。在

https://mp.weixin.qq.com/s/eZqkyaQn__ZfWWhLv2mXfg
https://mp.weixin.qq.com/s/eZqkyaQn__ZfWWhLv2mXfg
https://mp.weixin.qq.com/s/6Rx2_BnBYnEjAUrseYMeiQ
https://mp.weixin.qq.com/s/6Rx2_BnBYnEjAUrseYMe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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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功能性分链机制、数据交换积分机制、构筑“司

法链机”系统等更具法治想象力的方案，从而完善基础功能平台、促

进数据流动利用、强化司法信用共治。 

3. 方圆、金颖雯：基于智能合约自动履行特征之法律分析与应用

场景（2019 年 11 月 6 日 来源：网络法实务圈（公众号）） 

智能合约是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具有自动履行特征的计算机程

序。作为合同发展的创新模式，其与传统合同存在一些差异。 

智能合约自动履行特征的法律价值：一是降低主体间的缔约成本；

二是阻却非因客观履行不能的履约风险；三是优化司法资源的积极意

义。智能合约自动履行特征的局限：一是仅限于数字环境适用；二是

履行过程中难以实现合同变更、撤销及解除。智能合约的应用场景主

要包括金融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智能资产领域；管理业务领域；司

法实践领域。 

4. 王伟：加快信息化建设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2019

年 12 月 3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信息化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随着法院信息

化工作的不断深入，其在建设、应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暴露

出来：一是信息化在核心业务应用上还不充分。二是信息化建设缺乏

系统性。三是司法大数据应用有待深化。四是信息化安全保障有待升

级。 

法院信息化建设是司法的一场重要革命，通过技术手段创新审判

管理方式将会提升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加大司法公开平台建设和整合力度，通过信息化手段不

断提高诉讼服务水平，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

在人民法院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推进现代科技与司法规律深

度融合，构建智慧法院审判运行新模式。拓展司法大数据服务功能，

积极提供优质社会公共服务和司法公共产品，切实提高司法预测科学

https://mp.weixin.qq.com/s/pSkibeM1APSN7ivfK0L9Nw
https://mp.weixin.qq.com/s/pSkibeM1APSN7ivfK0L9Nw
https://mp.weixin.qq.com/s/Rmt_ROvJ1AgChyyulXlA-w
https://mp.weixin.qq.com/s/Rmt_ROvJ1AgChyyulX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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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准确性，分析审判执行工作的运行态势、特点和规律，揭示司法

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为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立法建

议、司法建议和决策参考。 

5. 袁俊：加密资产与智能合约的合同法分析（2019 年 12 月 2 日 

来源：腾讯研究院（公众号）） 

智能合约性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是由事件驱动、具有状态、运

行在可复制的共享区块链账本上的计算机程序。当事人将约定代码化，

以智能合约方式将当事人关系、具体意思表示记载于特定区块中。一

旦发生规定状态（即当事方权利义务代码化后的状态），合约将被触

发自动执行资产的移转。但履行方式牵涉多重数据状态，可能是实质

履行合约全部条款，可能是部分履行，未履行部分承担违约金等。 

此种自动执行机制会对合同法意义上的强制履行与合同严守原

则产生冲击。从强制履行视角看，智能合约不可篡改性可以防止一方

故意不履行，从而自动执行合约条款，避免双方对条款的反复争议。

但不容忽视的是可能冲击现代合同法上的强制履行制度。合同法意义

上的强制履行是借助国家公权力强制债权内容的实现，禁止自力救济。

若一方当事人直接请求违约人履行合同义务而未借助裁判机关权力

的，仍属第一次给付义务范畴，而非合同强制履行。从合同自由原则

层面看，合约自动执行在保障合同严守原则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合同自由原则。毕竟合约会存在系统设计缺陷、代码以不可控方式

运行等潜在风险，一旦合同不可随意解释篡改，则当事人在实体法上

的抗辩权难以主张，程序法上的救济途径也难以适用。 

https://mp.weixin.qq.com/s/MGZp89hRR_cJtxmQIpxvkA
https://mp.weixin.qq.com/s/MGZp89hRR_cJtxmQIpxv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