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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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Call 和 ARS 联手提供在线争议解决服务（2019 年

10 月 17 日 来源：PR Newswire） 

2019 年 10 月 17 日，CourtCall 与佛罗里达州 Coral Springs 的仲

裁决议服务（ARS）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为客户提供在线的仲裁

和调解服务。ARS 正在通过其基于云计算的 ADR 和 ODR 计划彻底

改变争议解决领域，为用户提供“虚拟”仲裁和调解服务。CourtCall

是法律科技行业的领导者，致力于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为审讯和宣

誓作证提供便利。现在由 CourtCall 提供技术支持，将其数字证据提

交流程与视频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用非常简单、经济高效且私密的

方式为客户解决纠纷。 

2. 美国：Yolo 法院启用在线争议解决平台（2019 年 10 月 13 日 

来源：Davisenterprise） 

Yolo 高等法院宣布推出新的在线争议解决平台，使公民能够随

时随地在线使用司法系统并参与司法活动。该项新计划将会指导各

当事方逐步完成小额索赔纠纷的解决，协助达成最终协议。Yolo 高

等法院是该州第一批为小额索赔纠纷提供此类在线纠纷解决方案的

法院之一。通过法院与Yolo争议解决调解员、泰勒技术公司的合作，

现在当事人只要通过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访问该平台，就可以

随时随地参与并完成小额索赔纠纷的调解。一般情况下，争议将在

30-45 天内得到解决。如果双方达成协议，但一方认为另一方没有遵

守协议条款，案件可以重新审理。 

3. 澳大利亚：推出“世界第一”的在线争议解决平台 Immed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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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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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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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3 日 来源：itwire） 

法律科技（Legaltech）初创公司和在线争议解决平台 Immediation

在澳大利亚正式启动。该公司表示，平台旨在在线解决商业纠纷，为

用户提供固定费用、快速高效且有专家协助的商业纠纷解决方案，

并且整个过程可以在线完成。当事方仅需要将其纠纷材料和证据上

传至云端，专业的调解员根据云端相关材料和证据对此纠纷进行调

解、仲裁，并最终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调解由 90 名独立法律专家和争议解决专家组成的小组支持，其

中包括前高级法官、法庭成员、大律师、仲裁员、调解员等，帮助在

线解决商业纠纷。目前，该公司将重点放在企业和企业之间，即 B2B

的纠纷上，但将来会将服务扩展到消费者市场。 

4. 欧盟委员会发布第一份关于替代性争议解决和在线争议解决

的报告（2019 年 9 月 27 日 来源：lawsocieties.eu） 

2019 年 9 月 2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欧洲替代性争议解决

框架和在线争议解决框架执行情况的第一份报告。该报告着重介绍

了两个框架都允许的内容，包括允许消费者和商家的纠纷通过庭外

方式解决，即通过 460 个替代性纠纷解决机构对纠纷进行化解。委

员会的报告与他们加强消费者 ADR/ODR 框架的工作重点保持一致。 

报告还强调了对新的 ADR 框架仍未实施的担忧，并列举了限制

其效力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消费者和商家的认识水平虽然有所

提高，但在一些地区和零售部门仍然不够，对 ADR 和 ODR 程序仍

然存在误解。第二个是 ADR 在国家呈现出的多样性，使消费者和商

家难以适应。最后，报告详细评估了商家参与 ADR 的程序，并指出

目前只有三个商家愿意使用 ADR。 

5. 英国：技术纠纷裁决：解决纠纷的“新法庭”（2019 年 10 月

10 日 来源：JDSUPRA） 

2019 年 6 月，计算机与法律协会（SCL）宣布，它正在制定合同

https://www.itwire.com/strategy/immediation-%E2%80%98world-first%E2%80%99-online-dispute-resolution-platform-launch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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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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程序以解决技术纠纷（SCL 程序）。该解决技术纠纷的新裁决程

序于 2019 年 10 月启动。SCL 程序将提供一个替代“法庭”，以解决

因与技术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合同而引起的所有争议，包括软

件开发合同、外包安排、智能合同和云计算合同等。 

SCL 程序的主要功能包括：为期三个月的解决技术纠纷的程序，

且对可能涉及的技术纠纷标的额大小或纠纷范围没有限制；从 SCL

设立的预先选定的评审员小组中选择专家评审员，包括律师和（非

律师）IT 专家；除非双方在随后的诉讼或仲裁中（裁决后的六个月

内）重新提起争议，否则裁决人的裁决具有临时约束力。 

二、国内 ODR 最新动态 

（一）多元解纷各地经验 

1. 北京：通州行政复议规范化频出亮点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2019

年 9 月 10 日 来源：京司观澜（公众号）） 

通州区司法局立足副中心城市发展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个

大局，按照逐步推进、成熟发展、深化提升三个阶段，实现行政复议

流程有序化、文书标准化、人员专业化和办公场所统一化。 

其中的亮点主要有：（1）基本实现行政复议空间规范化。行政复

议接待室设置多个功能室，并配备基本办案设备，满足办公需求。（2）

在全市率先推行行政复议“三公开制度”。制定相关文件，并在“北

京通州”官网开辟“行政复议公开”栏目，及时公布复议决定、典型

案例、工作报告等信息。（3）实现“最多跑一次”，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目前，在通州区 17 个乡镇街道设立“行政复议接

待分中心”。（4）规范审理流程“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答复

意见上签字。（5）规范信息化建设，所有案件“入”平台。（6）加

强队伍规范化，科室定岗定编。 

2. 江苏：扬州打造网格化公共法律服务新名片（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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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来源：江苏法制报） 

扬州市司法局积极探索中心城区公共法律服务的新路径，借助基

层网格化平台，将公共法律服务嵌入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之中，让群

众不出网格即可享受到高效、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在街道层面，

以社区为网格单元，组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法律顾问积极参与街道网

格联动服务日和仪式日，为重点人群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在社

区层面，以社区楼栋为网格化服务点，组建“网格楼栋长服务群”，

将矛盾调解、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特殊人群管理等各项司法行政职

能整合入网，提供综合服务；在居民层面，依托居民家庭，组建居民

互助网格服务体系，以“邻里守望相助”为核心，动员组织党员志愿

者等，带动社区群众依法维权、合理表达诉求，通过“街道—社区—

网格”三层闭环服务体系，全方位解决群众基本法律需求。 

3. 揭秘！山西的全业务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网长啥样？（2019 年

9 月 11 日 来源：山西长安网） 

9 月 11 日上午，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山西省

司法厅副厅长翟新山向媒体介绍了该省在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三台融

合”方面的进展情况。三台指的是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热线平台

和网络平台。在实体平台建设方面，山西司法部门已建成了省级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 1 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5 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 117 个，乡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1418 个。在热线平台建设方

面，对原 12348 法律援助热线进行了升级改造，实现坐席的省级服务

统筹。网络平台“12348 山西法网”又称山西法律服务网，总体构架

为“一张网络，四级联通”，一张网基本覆盖全省公共法律服务全业

务，纵向连接省、市、县、乡四级，通过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实现联通，

横向由“12348 山西法网”Web 端、微信端组成。 

4. 黑龙江省推广“大庆模式”努力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2019 年

9 月 4 日 来源：司法部（公众号））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5/2019-09/02/content_12285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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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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黑龙江省召开全省调解工作会议暨人民调解“大庆模式”

经验交流会议。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

对近年来全省调解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推广“大庆模式”，进一步加强部门间合作，统筹

各类调节资源，巩固和提供人民调解、大力推进行政调解、拓展行业

性专业性调解、规范司法调解，构建新时代大调解工作新格局作出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大庆市司法局通过视频形式专题介绍了“四五四

三+”人民调解工作新模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信访局、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分别结合本单位调解工作实际作经验交流发言。会

议为黑龙江省第二届十佳人民调解员颁发奖杯和黑龙江省人民调解

专家聘书，并印发了《关于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的意见》。 

5. 安徽：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问需于民量身定制“法治套餐”

（2019 年 9 月 4 日 来源：法制日报） 

安徽省近年来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以下为省内各地的创新实

践做法。（1）重点人群培训无盲区。为了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治观

念和法治素养,黄山市突出村“两委”干部和“法律明白人”等重点人

群,通过组织普法讲师团成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律工作者,以

举办法治讲座的形式,组织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学习法律知识。 

（2）法律服务群众零距离。铜陵开办的“法治超市”集合法律咨

询、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信访引导、矛盾调解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并

开通了服务热线,建立居民微信群,可以网上网下提供服务。自 2015 年

起,泗县屏山镇彭鲍村率先试点设立“乡贤志愿工作站”,选聘老党员、

老干部、老组长等乡间贤达驻站, 发挥乡贤在法治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3）法治文化建设接地气。贵池区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罗城

民歌与普法宣传巧妙结合,创作了《七五普法有目标》《法律知识要记

牢》等众多普法民歌,在寓教于乐中将法律知识宣传到群众心中。此外，

包公故里肥东县、黄梅戏之乡安庆市等也结合当地特色，创新法治宣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0904/Articel07004GN.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90904/Articel07004G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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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方式，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6. 海南公共法律服务覆盖全岛（2019 年 9 月 2 日 来源：海南司

法行政在线（公众号）） 

海南省司法厅立足法律事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

法律服务指导的功能定位，强化统筹和整合资源，积极打造抬头能见、

举手能及、扫码可得的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和网络三大平台，并

基本达到省政府提出的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政务服务规

范化标准。 

（1）目前已构建完成由 1 个省级、3 个地级市、24 个县（市、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 223 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3226 个村（居）委会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五级联动的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2）“12348”热线平台在省法律援助中心设立接听坐席 5

个，在海口、三亚、儋州设立接听坐席 4 个，并开通夜间、留言、视

频接听坐席和坐席联动值班等功能，7×24 小时、全年 365 天向群众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3）“12348”海南法律服务网就像一个“法律

淘宝网”，让老百姓通过平台，不出家门就能解决法律难题。 

7. 四川：“最多跑一次”！成都市法律援助实现“全域通办”（2019

年 9 月 19 日 来源：法治成都 12348（公众号）） 

成都市司法局印发通知，在全市范围内部署申请法律援助“全域

通办”工作。通知要求，全市市、县两级 23 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

律援助窗口将统一实行“全域通办”，通过开展异地协作、规范办事

流程、强化办事无缝衔接。 

从今年 9 月开始，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众无须到有管辖权的法

律援助中心，而是在就近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即可申请法律援助，有

条件的区（市）县还可以在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申请，打破

了原来异地不能办的限制，真正实现法律援助“最多跑一次”。 

8. 河南：舞钢市推行法律顾问“村村通”（2019 年 9 月 4 日 来

https://mp.weixin.qq.com/s/m0xGZcxa4FRQ73NLqE8qjw
https://mp.weixin.qq.com/s/m0xGZcxa4FRQ73NLqE8qjw
https://mp.weixin.qq.com/s/jBlipQchTKv_rb160w2sQw
https://mp.weixin.qq.com/s/jBlipQchTKv_rb160w2sQw
https://mp.weixin.qq.com/s/nZJvGYVPUp58ax2Rbb97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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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河南司法行政在线（公众号）） 

2018 年，村（居）法律顾问工作被列入舞钢市委、市政府重点工

作任务。当年 5 月，舞钢市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推进会对此项

工作的宣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印发了 4000 本村（居）法律顾问

工作宣传手册、两万份宣传彩页，在各乡镇重要交通路口悬挂宣传条

幅 76 条，形成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基本实现了村（居）法律顾问“家

家明白，人人知晓”。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作，舞钢市为每位法律顾问印发工作日志和台

账，工作台账实行一次一记、一村一卷，并以此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

依据。同时，为确保群众与法律顾问建立有效的沟通联系渠道，舞钢

市为每个村制作了法律顾问公示牌和工作制度版面，并悬挂在明显位

置，确保法律顾问“找得到、用得上”。 

9. 吉林：小小“百姓说事点”社会治理大舞台（2019 年 9 月 19 日 

来源：司法部（公众号）） 

目前，吉林省共有 17253 个“百姓说事点”,覆盖了所有社区、村

屯。“百姓说事点”除了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和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外，还成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阵地和平台。吉林省司法厅以在

城区打造 10 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为目标，将司法所和司法局机关人

民调解、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三大工作职能下沉“百姓说事点”，为

群众面对面答疑解惑，引导广大村民依法有序表达合理诉求。加快“百

姓说事点”信息化建设步伐，把“百姓说事点”与司法行政机关、法

律服务机构以及公检法机关相关载体、平台的互联互接，实现资源共

享。同时，市、乡镇（街道）、村以及每一个“百姓说事点”建立和

完善微信群，发挥好信息化纽带作用，提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 

10. 广西蹄疾步稳跑出公共法律服务加速度（2019 年 10 月 9 日 来

源：法制日报） 

近年来，广西司法行政系统创新深化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不断延

https://mp.weixin.qq.com/s/nZJvGYVPUp58ax2Rbb97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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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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公共法律服务触角,整合服务业务资源, 形成了覆盖全业务、全时空

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 

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目前,广西已初步建成 14 个市级和 111

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初步建成 1249 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和 16198 个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村(居)法律顾问覆盖率

达到 100%。推动营商环境法治化：广西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整合

法律服务资源,丰富法律服务供给模式,为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专业

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法治保障。 

（二）法院审案新探索 

1. 目瞪口呆！最高法的这个实验室有点潮（2019 年 9 月 10 日 来

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众号）） 

9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广东）实验室正式启用。智

慧法院实验室，集“研发、测试、展示、培训”四大功能为一体，分

别为诉讼服务、办公办案、线上庭审、智慧执行、区块链研发、大数

据管理等六大实验功能区，为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司法管理提供了

综合试验场所。实验室将努力以核心技术预先研究，关键技术试验攻

关为主业，深化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审判

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不断完善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

管理，全面推动诉讼服务和审判辅助的智能化，为新时代审判体系和

审判能力现代化注入新动力。 

平台已实现与公安数据实时对接，可迅速验证诉讼参与人身份信

息；也实现了与省财政系统实时对接，缴费可即时开具电子凭证，当

事人“一次都不用跑”就能完成网上立案。此外，还积极探索与人社、

保监、司法行政部门等信息平台联通，共建更大规模的公共服务平台，

努力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新格局，推进更高质量的平安

广东、法治广东建设。 

2. 北京：联系法官靠“随缘”？看这家法院如何实现“一站式”

https://mp.weixin.qq.com/s/eFC_3b2pIB2hJ5CYCN1dFw
https://mp.weixin.qq.com/s/eFC_3b2pIB2hJ5CYCN1dFw
https://mp.weixin.qq.com/s/fwnttdIq9eLiy3rV1gvI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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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法官（2019 年 9 月 20 日 来源：京法网事（公众号）） 

为了更好解决“找法官难”问题，切实为诉讼群众和法官之间架

起一座顺畅沟通的桥梁，北京三中院通过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诉讼

服务窗口、诉讼服务网、诉讼服务留言系统、院长信箱、自助服务终

端、北京移动微法院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小法机器人等多种

渠道，着力构筑一号通办、一次通办、一网通办、一键通办、一“人”

通办的“一站式”联系法官工作模式，全面实现集合语音热线、现场

接待、信箱留言、自助联系和在线留言等全方位的联系法官功能。 

3. 全国首例！北京互联网法院采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实现执行

“一键立案”（2019 年 10 月 28 日 来源：北京互联网法院（公众号）） 

在一起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中，原、被告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调

解协议。法院在谈话中告知原、被告双方，如被告在履行期内未履行

义务，将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实行自动执行。原告只需点击“未

履行完毕”按键，该案件直接进入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执行立案中。

通过立案庭审核后，立案成功进入执行系统。 

“一键点击”，当事人仅需要确认案件未履行情况，即可跳过后

续繁复程序直接完成执行立案，而上述立案信息均通过区块链智能合

约技术自动抓取。此案首次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实现自动执行，

不仅标志着司法区块链智能合约应用的切实落地，更意味着链上数据

与链下司法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利用，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岛，进一步

释放司法红利，巩固并深化“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 

4. 北京：多元解纷诉调对接的西城样本（2019 年 9 月 8 日 来源：

法制日报） 

今年 9 月 2 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多元解纷诉调对接中

心正式启用,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双平台。

据悉,这是全国法院首家多元解纷诉调对接中心,涵盖诉讼指引、便民

服务、诉讼辅助、纠纷解决、提高效率、审判事务等六大类近 52 项

https://mp.weixin.qq.com/s/fwnttdIq9eLiy3rV1gvI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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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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今后,这里将成为西城区多元解纷的主阵地,让大量诉讼纠纷以

调解、和解、速裁、快审等方式解决在诉讼前端,最大程度减轻当事人

的诉累。 

据了解，西城法院实行“系统算法+人工识别”“立案初筛+速裁

复筛”的“漏斗式筛查”模式,让适合速裁的案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

不能速裁的案件及时导入后端进入精审程序。同时，多元解纷诉调对

接中心构建了特邀调解体系,针对不同纠纷和当事人类型对接不同调

解主体，为当事人以非诉方式解决纠纷提供保障等。 

5. 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上线（2019 年

10 月 25 日 来源：中国法院网） 

10 月 24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举行首个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

新闻发布会，正式上线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旨在高效处理违约

行为，推进诉源治理，再造网络空间诚信。 

杭州互联网法院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通过打造网络行为

“自愿签约—自动履行—履行不能智能立案—智能审判—智能执行”

的全流程闭环，设计司法治理机制和纠纷兜底处置助推智能合约的执

行效率，高效处理少数违约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干预和不可控因素干

扰，构建互联网时代下新的契约签署及履行形态，真正实现了网络数

据和网络行为的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节点见证、全方位协作。 

6. 浙江：“小智”从实验室孵化出来，来到了法庭工作（2019 年

9 月 23 日 来源：浙江天平（公众号）） 

9 月 23 日，一场由 AI 法官助理“小智”与法官共同参与的“凤

凰金融智审”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创造性地展

开。在“小智”的支持下，凤凰金融智审填补了国内空白，推动全流

程智能审判模式从实验阶段正式走向应用实践，实现了“三自动、五

实时、三当庭”：三自动——即庭前自动审查立案、自动分案排期、

自动生成程序性文书并送达当事人，将原本立案庭法官、书记员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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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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事务，全部交由机器完成。 

五实时——庭前，根据当事人的提交材料的变化，实时向法官推

送包含案件送达情况、争议焦点等内容的庭前报告。庭审中，协助法

官主持庭审，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对当事人上传的证据实时

分类，经质证后，对证据三性进行判定；实时记录庭审内容并进行智

能语义分析，动态生成争议焦点，整理推送可能遗漏的要点；根据庭

审内容和法官认定的证据，实时完成金额计算和结果预判，并向法官

提示风险点；实时生成裁判文书，并根据庭审情况进行动态优化。 

三当庭——在法官对智能生成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确认后，实现

当庭宣判、当庭送达、当庭进入电子归档程序。 

7. 江苏高院引进融媒体诉服智能终端——将新闻宣传与诉讼服

务相融合（2019 年 10 月 10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近日，江苏高院引进“人民法院新闻宣传+诉讼服务融合传播平

台”，为人民群众全面了解司法信息，获得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提供

了新的渠道。 

据介绍，该平台是集成人民法院新闻宣传与诉讼服务的融合传播

平台终端。其融合了报纸、杂志、新媒体矩阵、网站、影视，整合图

文、视频、H5 等全媒体形态，兼具基本的诉讼服务功能。通过全方

位、多角度呈现新媒体语境下的司法宣传产品，让人民群众全面了解

信息化时代下的法制媒体要闻。 

平台同时担负了司法公开和诉讼服务的部分功能。通过平台终端，

群众可以观看庭审直播，查阅执行数据，获得各类文书模板，解答法

律咨询。此外，该平台终端还支持离婚纠纷、劳动纠纷、租赁合同纠

纷等 12 类常见案由的风险评估，并自助生成评价报告。 

8. “江苏微解纷”服务平台正式上线（2019 年 9 月 6 日 来源：法

治江苏（公众号）） 

2019 年 9 月 6 日，“江苏微解纷”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江苏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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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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司法厅为深化诉讼与非诉讼纠纷

解决方式对接机制改革和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而共同

开发的在线多元解纷平台，有 PC 端和微信小程序两种部署方式。平

台的功能定位是当事人纠纷诉求中心、非诉讼纠纷化解中心、诉讼与

非诉讼对接中心。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化手段，整合法院的审

判调解资源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七种非诉解纷力量，打通线上线下多种

渠道，将矛盾化解搬到线上，把工作重点放在矛盾纠纷的前端预防化

解上。目前，所有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律师工作站的人民调解员

和值班律师已经入驻平台，平台已实现与法院的案件管理系统、司法

行政机关的调解管理等系统对接。 

9. 河南设立首个家事诉讼中心（2019 年 10 月 18 日 来源：法制

日报） 

河南省首个家事诉讼中心近日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成立。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宁陵县法院继在全省率先成立家事

法庭,开启家事审判制度改革之后,推出的又一项家事矛盾化解创新举

措,标志着该院家事审判改革探索进入新阶段。 

据悉,家事诉讼中心以完善的家事审判硬件设施为依托,以专业化

家事审判团队为核心,引入社会调解、陪护机制,设有专门的接待室、

家事社工工作室、家事调解室、会客式及圆桌式家事审判庭、心理辅

导室、儿童观察室、反家暴庇护中心、家事文化长廊及家事电教课堂

等功能室。 

10. 河南：这个基层院运用 2295 名网格员破解“查人找物难、文

书送达难”（2019 年 9 月 18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近年来，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通过与该县“网格化微治理信息

平台”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全县 2295 名网格员贴近基层、掌握民

情的优势，总结出的“一三三六”网格化运行工作模式，有效缓解了

“查人找物难、文书送达难”等制约审判执行工作效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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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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六”即“一站、三中心、三机制、六协助”。“一站”

即在全县 25 个乡镇分别设立一个“网格化审判执行工作站”；“三

中心”即县委的“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和法院的“网格化

审判指挥中心”与“网格化执行指挥中心”；“三机制”即县委政法

委领导下的“多元解纷工作机制、网格化沟通联络工作机制和网格化

工作衔接机制”；“六协助”即网格员协助的主要工作：协助查找当

事人；协助调查；协助送达；协助开展执行见证；协助化解矛盾纠纷；

协助开展法治宣传。 

11. 海南第二涉外民商事法庭：这些"黑科技"方便外籍当事人

（2019 年 9 月 27 日 来源：中新网海南） 

海南第二涉外民商事法庭 9 月 26 日正式揭牌成立，法庭内应用

了很多高科技手段。法庭安装了一整套先进的庭审应用系统，可以通

过语音识别技术自动生成笔录，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可实时查看庭审

笔录、对笔录、证据进行批注等，庭审内容通过庭审公开网实时直播，

一系列现代化手段实现了庭审录音、录像、记录“三同步”，让整个

庭审过程一目了然，提高庭审的效率，实现庭审程序的便捷化和司法

公开化。 

涉外法庭设有海南最先进的同声传译室，可以通过安装在法庭的

同声传译器，为科技法庭提供英语、法语、俄语等多种外语语言的同

步传译。法庭一侧外墙安装的调光玻璃隔断，可根据庭审需要来设置

玻璃的透明与不透明状态，还可作为投影屏幕使用。此外，这里的当

事人席位是并排面对审判台设立，主要是希望弱化双方当事人的对抗

性，凸显法官主导案件审理的权威性，与国际接轨。 

12. 两个“一站式”建设，云南法院这么做！（2019 年 9 月 6 日 

来源：云南高院（公众号）） 

9 月 6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中级法院院长座谈会，

对全面落实全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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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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安排部署。数据显示，云南三级法院共设立第三方调解工作室

568 个，确定特邀调解组织 4909 个、特邀调解员 13590 名。下一步，

云南高院将下发两个“一站式”具体实施方案，制定完善出台相关工

作机制和规范，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链，从“诉讼服务抓规范、

多元解纷抓推进、立案服务抓便捷、‘分调裁审’抓团队、审判辅助

抓集约、以点带面抓推广”等六个方面发力，解决工作推进不平衡等

突出矛盾问题，全面落实构建“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

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和现代化

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13. 海事法院全面实现跨域立案（2019 年 9 月 6 日 来源：人民法

院新闻传媒总社） 

8 月 30 日，最后一个调试单位武汉海事法院的数据请求模块与

中国移动微法院系统成功对接。同一天，已提前完成系统对接的广州

海事法院分别与海口海事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厦门海事法院，共同

协作完成了 3 件案件的跨域立案工作。至此，全国海事法院全面实现

跨域立案。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上关于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的指示精神，积

极回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进一步提升诉讼服务便民、

利民、为民的水平，在海事审判领域取得的新成果。 

跨域立案只是海事诉讼服务中的一个环节。今后，海事审判将在

跨域立案的基础上，完善海事跨域诉讼服务机制，实现快速办理委托

送达、委托调查、委托扣押船舶等诉讼委托事项，提高海事法院之间

协作效率，进而提高海事审判执行效率。 

（三）公司行业新动态 

1. 腾讯与北明软件携手亮相数博会 双方合作加速推进（2019 年

10 月 14 日 来源：证券日报）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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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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幕。在博览会上，腾讯与北明软件联合设立展台，共有 20 多

项合作产品亮相展会，为参会观众打造了一场集政务、社会治理、文

旅、教育、医疗、安全等多个智慧场景的科技盛宴。 

本次数博会上，腾讯北明联合展台的面积 247 平米，依据不同的

智慧场景，将整个展台分为智慧政务、社会治理、智慧文旅、智慧教

育、智慧医疗、数字技术六大展区。据介绍，联合展台展示的大部分

内容都是腾讯和北明软件联合研发的产品或解决方案。在展会现场，

观众将可以通过可视化触摸大屏、手机/PAD 等智能设备，向参会者

全面呈现 AR、VR、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大数据、互联网+等前沿

技术在智能产业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 

此外，“至信链”是腾讯公司、北明软件和中国网安利用区块链、

身份核验、电子签名以及证据保全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联合打造的司

法区块链应用生态服务平台。 

2. 北明软件深耕益阳“数字经济黑土地”，与华为共诠释“生态

协同”（2019 年 10 月 30 日 来源：中国财经时报网） 

今年 5 月，“湖南北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湖南益阳注册成立，

深耕益阳这片“数字经济黑土地”，为了加快推动益阳智慧城市建设、

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北明正致力与华为携手共建基于鲲鹏生态搭

建自主可控创新中心，联合本地企业，共同孵化自主可控政务应用解

决方案，并以创新中心为基础，打造符合自主可控的新型智慧城市标

杆。10 月 16 日下午，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率队

考察益阳市高新区，益阳市委书记瞿海、市长张值恒、开发区工委书

记汪军等领导陪同了解益阳市数字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湖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认真听取了北明软件的工作汇报，并就北明

社会信用、智慧政务等内容和北明管理层展开了深入交流，对北明在

智慧城市建设的解决方案与创新推动表示高度认可。 

如今，北明软件有限公司已成为华为战略合作伙伴、领先级 ISV 

http://life.jrj.com.cn/2019/10/30175428326694.shtml
http://life.jrj.com.cn/2019/10/301754283266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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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软件提供商）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华为优选级沃土数字平台集

成交付伙伴、华为云战略级合作伙伴等。未来，北明软件愿意继续与

华为携手，坚持做行业创新的开拓者，探索科技领域的未知潜力，以

科创驱动未来，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态度积极参与到生态建设中。 

3. 北京高院与央行建立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机制（2019 年 10 月 11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为拓宽金融纠纷解决渠道，依法、公正、高效化解金融纠纷，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于近日联合出台《关于

建立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金融纠纷源头治理的意见（试

行）》，致力于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和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同时加强金融纠纷源头治理，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首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 

据介绍，北京高院与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还将联合推动北京市各

级法院与北京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委员会在北京高院研发的“分调裁

一体化平台”上对接，促进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在线开展，通过

信息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纠纷解决渠道。 

4. “至信链”助力 2019CCF 区块链技术大会成功举办（2019 年 10

月 14 日 来源：腾讯智法（公众号）） 

2019 年 10 月 11 日-13 日，2019CCF 区块链技术大会在成都成功

举办。该会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汇集了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众多

专家，是国内区块链领域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高端技术盛会之一。 

作为司法行业的数字化助手，腾讯携至信链深度参与本次大会。

至信链平台通过将法院、版权局、公证处、鉴定中心等公信机构纳入

节点，保障上链数据为各个公信力机构多方共识，进而提升司法裁判

效率。至信链是中国网安、腾讯公司、北明软件联合发布的司法区块

链应用生态服务平台，旨在向社会提供安全、权威、客观、公正的司

法区块链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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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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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大联手科大讯飞打造“智慧法院” 用 AI 协助审案（2019 年

9 月 21 日 来源：新华网） 

9 月 21 日，由东南大学法学院、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法

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主办的“第三届法律大数据研究与应用研讨会”

在南京举行。会议面向中国法院智能化转型的重大战略需求，为法律

大数据建设提供理论指引和技术支持。 

目前，科大讯飞打造的智慧法院整体解决方案已覆盖全国 31 个

省市、1000 余家法院、近 5000 个法庭，为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

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其中智能庭审系统可实现庭审过程中法言、法语

有效识别，准确率超过 90%，笔录完整度高达 100%。基于“苏州模

式”的应用成效，科大讯飞与长三角三省一市（江、浙、沪、皖）的

高级人民法院签署《推进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人工智能+法院”深

度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法院”在长三角地区的应

用。 

6. 株洲邮政助力“智慧法院”开辟法邮合作新领域（2019 年 10 月

9 日 来源：株洲新闻网） 

10 月 9 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株洲市分公司与株洲市中级人民

法院举行“智慧法院——邮政寄递一体化服务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签约仪式。株洲市邮政分公司与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入合作，以

法院特快专递业务整合为着力点，以“智慧法院”建设为契机，以“政

府主导、邮政配合、社会公用、全民受益”为基本方向，建立稳定的

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挥邮政公司网络资源，依托互联网技术，积极

深化“最多只跑一次”的“放管服”改革，实现法院一体化平台与邮

政速递物流网无缝对接，以信息和邮政寄递为桥梁，形成连接邮政寄

递与法院之间的网络，以邮寄送达为基础，延伸至法律文书各项送达

服务，实现“法院专递”邮件全程信息、“法院专递回执”投递信息

全程纪实及时反馈，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9-09/21/c_1125022891.htm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9-09/21/c_1125022891.htm
http://www.zznews.gov.cn/news/2019/1009/324809.shtml
http://www.zznews.gov.cn/news/2019/1009/3248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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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减轻了审判队伍工作负担，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开辟了法邮合

作新领域。 

邮政助力“智慧法院”的服务内容包括：法律文书一体化送达、

法院内部公文交换、案宗移送、案卷扫描传真、审判辅助性工作外包

等。 

三、最新政策类动态 

（一）相关领导讲话 

1. 习近平：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2019 年 10 月

25 日 来源：新华社（公众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 24 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

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区

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

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

技术发展。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让我国

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产业

新优势。要推动协同攻关，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突破，为区块链应用发

展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要加强区块链标准化研究，提升国际话

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加快产业发展，发挥好市场优势，进一步打通

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要构建区块链产业生态，加快区块链和人

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集成创新

和融合应用。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多

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培育一批领军人物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2. 习近平：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不断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 年 9 月 25 日 来源：新华每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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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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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1 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4 日下午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的形成和发展”举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

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

了重要经验。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3. 周强：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2019 年 9 月 11 日 来源：人民法院报） 

全国法院第六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9 月 10 日在广州召

开。会前，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就全国法院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加快推进“智审、智执、智服、智管”建设，不断提高全面深化智慧

法院建设水平，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周强强调，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关系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关系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发展进步。各级法院要从服务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建设、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

力现代化的高度，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要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强人工智能、5G、区块链、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研究应用，

推动司法领域核心技术全面实现迭代升级。 

4. 张述元：围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诉讼服务 全面深化

智慧法院建设（2019 年 9 月 11 日 来源：中国法院网） 

9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述元在全国法院第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25/c_1210292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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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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

思想和关于政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周强院长对全国法

院网信工作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诉讼服

务，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 

张述元强调，要认真转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智慧法院建设向全方位智能化转型升级。要加强信息化系统总体

设计，打通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进一步提升法院信息化系统平台融

合水平。要努力提升诉讼服务智能化水平，为“两个一站式”诉讼服

务提供信息化支撑，形成流程全贯通、业务全覆盖、机制无缝衔接的

诉讼服务体系。 

5. 刘振宇：加强商事调解工作 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2019 年

10 月 17 日 来源：司法部（公众号）） 

10 月 17 日上午，中国贸促会、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2019

年国际调解高峰论坛”。本届论坛以“探讨新时代国际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为主题。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在致辞中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粤港澳

大湾区和自贸区建设深入推进，因经贸合作、投资经营、知识产权等

产生的商事争端将不断增多，需要我们大力加强商事调解特别是国际

商事调解工作，积极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调解服务，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要加强与国内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为商事调解的

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要加强商事调解组织和商事调

解员队伍建设，增强商事调解的知晓度和影响力。要加强商事调解交

流合作，注重吸收借鉴国际社会在商事调解方面的有益经验，积极参

与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制定，开展多种形式的商事调解国际合作，树

立中国调解良好形象。 

（二）相关政策规定 

https://mp.weixin.qq.com/s/DMbz1bSdke22u9UhfgjAxQ
https://mp.weixin.qq.com/s/DMbz1bSdke22u9UhfgjA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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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

的通知（2019 年 10 月 23 日 来源：司法部政府网） 

（四）拓展服务领域。提供公益性律师调解服务，志愿参与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参与民营企业“法

治体检”公益服务…… 

（五）增强服务实效。创新服务形式，探索“互联网+”公益法

律服务模式，充分运用中国法律服务网、微信、微博、手机 APP 等服

务载体，提供线上咨询、智能诊断、信息推送等形式的远程在线服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 年 10 月

23 日 来源：中国政府网） 

……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

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

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 

第六十八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

调解、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方位法律

服务。 

3. 山西：五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工作的实

施意见（2019 年 9 月 5 日 来源：司法部（公众号）） 

近日，山西省司法厅联合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

社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从十个方面对加强司法所建设工作提出了要求……九是

加强司法所信息化建设。确保省、市、县、乡四级网络互联互通，由

省司法厅开发“移动司法所”和“智慧调解平台”并在年内推广应用。

十是充分发挥司法所职能作用，统筹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坚持发展“枫

桥经验”，做好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各项工作，力争实现矛盾就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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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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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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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交。 

4. 山东省：《关于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实施

意见》（2019 年 10 月 7 日 来源：山东公证（公众号）） 

近日，山东省司法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公证参与人

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

署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送达、调解、保全、取证、执行等司法辅助

事务试点工作。 

《意见》强调，人民法院和公证机构要积极探索建立互联共通、

高效便捷的在线对接平台，实现矛盾纠纷在线受理、调解、统计、分

析、督办、反馈等司法辅助事务网上委派，相关法律文书网上传递，

有关业务数据互查共享。各试点单位要研究制定服务事项、服务方式、

服务流程、服务标准等操作规范，加强公证人员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

技能培训和交流，不断提高公证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服务水平。 

5. 辽宁：《关于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大调解工作格

局 推进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2019 年 9 月 13 日 来

源：人民法院报） 

《意见》提出，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

解工作格局。 

《意见》明确各地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把非诉

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不断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

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积极整合现有资源力量，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手段融合，真正做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意见》强调，各级法

院要将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与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加快推

进诉讼服务中心“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诉讼服务。 

四、行业内理论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u0k3OLo0GaLGaV1PdzCG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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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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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素华：大数据时代 法律如何保护公民数据安全（2019 年 9 月

13 日 来源：法治研究杂志社（公众号）） 

大数据时代，具体目标事物的数据信息依托网络的汇聚、搜索等

功能，呈现出的整体性状态已取代传统的样本性状态。今天分散于各

公共机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公民数据信息和公民自己控制的

个人数据信息，通过各种形式的网络互联，能够快速汇聚为具体公民

的数据信息链，并可以重复多次深化分析利用。公民分散的数据信息

如果不受限制的互联汇合，形成的具体公民整体数据信息一旦被泄露、

被篡改等，会使公民权利与自由面临多种竞合侵权和潜在威胁，进而

也会威胁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治理层面提出了数据信

息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强调依法防范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构建网

络安全机制，保障公民数据信息安全。数据信息的安全以网络设施、

网络系统的技术安全为基础，以网络规制为社会保障条件，只有技术

安全与规制措施良好衔接，才具有数据信息安全的基本条件。 

2. 胡仕浩：中国特色多元共治解纷机制及其在商事调解中应用

（2019 年 9 月 28 日 来源：法律适用（公众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深化司法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以法

治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会矛盾纠纷，在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

革、促进社会治理实践中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理论优势。

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试点探索相结合，形成制度优势。党政主导和多

方协同相结合，形成保障优势。立法推动与司法推动相结合，形成法

治优势。文化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形成文化优势。统筹协调与

系统推进相结合，形成方法优势。制度建设与平台建设相结合，形成

服务优势。善治目标与综治目标的结合，形成成本优势。信息技术与

人工智能相结合，形成技术优势。理论研究与队伍培训相结合，形成

https://mp.weixin.qq.com/s/inFy1sCZza5xBOkzeQ6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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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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优势。 

充分认识构建商事解纷新机制的时代意义，务实深化商事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改革，构建有效治理的新格局，是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

设的必然，也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改革开放大局的迫切需要。

树立商事解纷新理念，构建现代化治理格局；构建商事解纷新机制，

加强立体化法治保障；借助信息技术新平台，提高精细化解纷能力；

完善商事解纷新体系，满足多元化解纷需求；立足商事解纷新起点，

适应国际化发展要求。 

3. 曹建峰 方龄曼：欧盟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路径及启示（2019

年 9 月 25 日 来源：腾讯研究院（公众号））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加速了社会与经济的转型变革，人工智能

（AI）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欧盟从

2015 年起就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举措，虽然在 AI 技术的

发展上没能先发制人，AI 治理方面却走在了世界前沿。 

《伦理指南》由 AI HELP 起草发布，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而

欧盟鼓励各利益攸关方积极执行《伦理指南》，促进 AI 伦理标准形

成国际共识。总体而言，除了制定泛欧盟的伦理准则，欧盟希望人工

智能的伦理治理能够在不同的层次得到保障。《治理框架》是由欧洲

议会未来与科学和技术小组（STOA）发布的一份关于算法透明和责

任治理的系统性研究报告。报告在引用一系列现实案例的基础上，阐

明不公平算法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及在特定背景下实

现算法公平所存在的阻碍。 

整体而言，欧盟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探索，带给我们三点启发。

探索伦理治理的技术路径；采取多利益相关方协同治理的模式；加强

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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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