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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受理（2016）京0113民特36号胡巍申
请宣告胡长江死亡一案，经查：胡长江，男，1950年5月1日出生，身
份证号码110222195005010337，汉族，原住北京市顺义区胜利小
区14号楼3门601号。胡巍与胡长江系父子关系。胡巍提交北京市
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于2006年7月15日出具的《公安机关
派出所受理失踪人口报案回执单》显示，胡长江患有精神分裂症于
2006年7月7日失踪。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胡长江应
该在规定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将
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胡长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
所知情况向本院报告。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宇申请宣告牟淑丽（曾用名牟淑兰）失踪一案，
经查：牟淑丽（曾用名牟淑兰），女，1975年8月2日出生，汉族，农
民，原住黑龙江省讷河市老莱镇继光村 2 组，身份证号码
230222197508020947，于2009年4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讷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全晓秋申请宣告全广杰死亡一案，经查：全广杰，

身份证号码 230107194108231216，男，汉族，1941年 8月 23日出
生，户籍所在地哈尔滨市香坊区锅炉二道街1号44栋5单元601
号。于2012年6月1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全广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尹巧慧申请宣告胡丽萍失踪一案，经查：胡丽萍，

女，汉族，1989年2月18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道县清塘镇幸福
洞村。经常居住地：湖南省道县清塘镇幸福洞村 1组。身份证号
码：43112419890218216X。其于2012年12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胡丽萍本人
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彭炳发申请宣告彭琼超失踪一案，经查：彭琼超，
女，197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432501197806211024，
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娄底市黄泥塘办事处朝阳居委会居民。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彭琼
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芳申请宣告赵先德
失踪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赵先德，男，1964年1月24日出生，汉
族，身份证号码432401196401244012，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白马
湖街道办事处北站骡马甸巷17号1栋1单元附10号，于2013年5月
31日外出西藏打工后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赵先德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赵先德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先德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先
德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乐小明申请宣告龙运兰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龙运兰，女，汉族，湖南省新田县人，失踪前住新田县枧头镇龙秀
村 5 组，公民身份号码 43112819870727374X，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龙运兰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湖南]新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建东申请宣告李长友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李长友，男，193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住湖
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派出所大园居委会大园村 15栋 311
号，公民身份号码 430203371112001，于 1986年 8月 21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长友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盈盈申请宣告陈书云失踪一案，经查：陈书云，
女，1996年1月6日出生，汉族，原住新宁县金石镇祥云村9组35
号，于2014年10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陈书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陈书云
失踪。 [湖南]新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程云要求宣告失踪人程宝死亡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特
发出寻找失踪人（程宝，男，汉族，1957年9月11日出生，户籍所
在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河街五区53栋5门215号）的公告。
公告期为一年，一年期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方国春申请宣告公

民方国柱死亡一案。申请人方国春称，被申请人方国柱，男，1966
年1月24日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320106196601240874，住所
地南京市鼓楼区白云园4号103室，于1998年4月14日起下落不
明，至今未回。下落不明人方国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方国柱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方国柱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方国柱情况，向
本院报告。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静云申请宣告谭赣明死亡一案，经查：谭赣明，男，
196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人，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阳
明路56号1号楼，公民身份证号：360102196704295837。谭赣明于
1995年起至今未归，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陆玉明申请宣告公民陆玉华死亡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陆玉华，患有精神分裂症，于1995年8月发病走失，
至今家属寻找不到，社区与公安机关2016年9月9日证明陆玉华
失踪。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陆玉华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丽杰申请宣告赵刚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赵刚，男，1968年 6月 29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
区沈阳路 5-3-4-8号，于 2014年 3月 8日乘坐马来西亚航空公
司MH370航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被申请人赵刚应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
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佩江申请宣告

于侠失踪一案。申请人王佩江称，于侠（女，1969年 8月 31日出
生，汉族，原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庄子1号楼2单元302户，公
民身份号码：370221196908310521）于 2014年 8月外出，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于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于侠
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于侠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于侠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毅申请宣告公民

刘作林死亡一案。申请人刘毅称，刘作林（曾用名刘汉春，男，
1932年 2月 4日出生，汉族，原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沧厦路 8
号 2号楼 1单元 503户，公民身份号码：370206193202043217）于
1995年5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刘作林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作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刘作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刘作林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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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镇11月17日电（记者 罗
书臻）今天上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卫彦明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
上作主旨发言时介绍了河北法院驱
动信息化创新发展的有关情况。他
说，河北法院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决策部署，以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为导向，自主研发了智审 1.0、庭审
自动巡查、审判风险防控、便携数
字法庭、网上电子诉讼平台、三方
远程庭审六大系统，在方便人民群
众、提高审判质效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估量的作用。

卫彦明重点介绍了“智审1.0系统”
和“庭审自动巡查系统”。“智审 1.0 系
统”主要有五大功能：一是自动生成电
子卷宗。通过 OCR 识别等技术，一键
扫描，将纸质卷宗直接转换为电子卷
宗。实现了电子卷宗自动生成、智能
分类,减少了人工制作过程。同时自动
识别的电子卷宗信息还可自动回填至

案件信息表中，减少了人工录入工作
量；法官还能直接检索、编辑、利用电
子卷宗，激活了数据价值。二是自动
关联与当事人相关的案件。通过识别
当事人有效身份信息，只要法官点击案
件，就能呈现案件当事人已经打过多少
官司，正在打的官司是什么。最大程度
避免重复诉讼、恶意诉讼或虚假诉讼的
产生。三是智能推送辅助信息。系统能
为办案法官推送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
权威案例等各类法律文献，法官不用再
费事搜索、复制、粘贴等，大大提高了办
案效率。四是自动生成与辅助制作各类
文书。法官只需点一下鼠标，盖有法院
红章、信息完整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等过程文书一键生成，直接打印就能
使用。目前，裁判文书80%内容能够一
键生成，辅助法官办案。五是智能分析
裁量标准。系统能够根据法官点选的
关键词，自动统计、实时展示同类案件
裁判情况。

卫彦明介绍说，庭审自动巡查系

统把过去需要大量人工的巡查简化为
“一键操作”“实时巡查”，给全省法
院的庭审活动安装了一双“法眼”，
极大推动了庭审规范化建设。该系统主
要有三个功能：一是能够自动检查案件
是否执行了每庭必录的要求、是否按照
排期时间准时开庭等，有力促进了司法
公开全面推开。二是对庭审中每个不规
范行为，如缺席、迟到、早退、非法离
席、接打手机、着装不规范等，自动截
屏、录像、生成巡查日志，实时反馈给
本人、院庭领导，并自动列入法官业
绩档案。三是通过对全省法院庭审实
况的实时检查，实现无时、无刻、无
死角监督，法官自我规范意识显著提
高。

卫彦明表示，信息化建设不仅促进
了河北法院审判质效提速换挡，也保障
了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河北法院将学
习借鉴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推动人民
法院信息化3.0版的建设，为打造“智
慧法院”贡献河北力量。

本报乌镇11月17日电（记者 罗
书臻）今天上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崔亚东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智
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作主旨发
言。他介绍了上海法院实施大数据战
略，建设“数据法院”“智慧法院”的情况，
表示要学习借鉴国内外信息化建设先进
经验，推进上海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
力现代化，提升上海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崔亚东介绍说，上海法院顺应大数
据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数据法院”建设，
建立了大数据信息系统，实现办案智能
化，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该系统具有
法官办案智能辅助、裁判文书智能分析、
移动智能终端办案APP等35个子系统，
在服务审判中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如首
创C2J法官办案智能辅助系统，通过“类
案推送”，适时为法官办案推送同类判例，
既为法官适法统一提供类案参考，又大大
减轻了法官工作量；首创了裁判文书分析
系统，运用实时计算、关联挖掘、分析预测
等技术，可发现人工不易查出的逻辑错

误、遗漏诉讼请求、法律条文引用错误
等问题，大大提高了裁判文书的质量。
上海法庭已全部实现高清智能化。具
有全程录音录像、远程庭审功能。通过
远程系统，能实现跨境取证。

崔亚东介绍说，上海法院建立了
大数据诉讼服务系统，实现服务群众
诉讼全方位、零距离、无障碍。上海法
院构建了以诉讼服务大厅为中心的集

“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上海
法院律师服务平台”等11项子系统在内
的大数据诉讼服务系统和集登记立案、
导诉分流、法律援助等30余项服务为一
体的全方位诉讼服务体系，为当事人提
供一站式、综合性、低成本；全方位、零
距离、无障碍的诉讼服务，有效减轻了
当事人的诉累、问累、跑累。

崔亚东介绍说，上海法院建立了
大数据司法公开系统，推动“阳光司
法、透明法院”建设，建立了具有上海
特色的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
息、新闻信息、联络服务等十大司法公

开服务平台，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
互动式的司法公开体系，做到了执法
办案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视、
全程监督，努力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
式得以实现，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
升了司法公信力。

崔亚东介绍说，上海法院建立了
大数据分析系统，实现司法决策科学
化、智能化、精确化。依托上海法院标
准化、专业化大数据中心库，建立了执
行大数据分析平台、案件审判态势专
题分析平台等 6 个大数据分析分平
台。建立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展
研究中心——上海司法智库，注重发
挥司法智库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
用，在服务审判工作、服务司法改革、
服务司法决策、服务司法需求、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积
极探索，围绕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信
力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内容开展选题，
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

本报乌镇11月17日电（记者 罗
书臻）今天上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许前飞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作主旨
发言强调，要为法院工作注入创新基
因，以开放的理念、务实的心态去拥抱

“大数据时代”，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和加
强法院工作，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

许前飞表示，互联网既为司法发展
提供了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同时也带
来了网络空间治理的难题。唯有洞察和
拥抱这一新变化，才能适应时代、引领
未来。法院工作的互联网思维主要体现
在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用户思维三
个 方 面 ， 建 立 在 “D · N · A” （

“D” — 大 数 据 Data Technology，
“N”—网络 NETWORK，“A”—人
工智能 AI） 三个基础之上。中国法院
和法官不仅要提升“互联网+司法”的
能力，更要养成互联网思维，打造具有
互联网基因的下一代法院，实现司法与

社会全连接、与公众零距离。
许前飞介绍了江苏法院运用大数

据思维、平台思维、用户思维促进审
判执行工作的情况。江苏法院加强云
平台和大数据中心建设，加快建设

“云上法院”，将于今年底前建成“江
苏法务云”；加快建立审判执行、司法
政务、诉讼服务等“六大子数据库”，
构建数据融合共享、高效智能的大数
据中心；加强大数据应用，构建智能
检索分析系统，全数据关联、全网络
检索；实现同类案例、审判资料的智
能推送，为法官办案提供参考；开发
大数据分析系统，建立涵盖审判态
势、执行指挥等内容的大数据可视化
工作平台。

许前飞强调，江苏法院强化平台
思维，实行全流程网上办案、电子卷
宗随案同步生成、流程节点短信告
知，执行过程中的司法拍卖，一律通
过互联网进行；建立统一的诉讼服务
网，开展互联网立案、证据交换、预

约法官、卷宗查询等一系列司法服
务；利用微信平台，对内实现移动办
公协同，对外实现微信送达、微信调
解、智能导诉等司法功能；加强法院
网络与外部网络互通对接，实现与相
关单位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与电
子商务、搜索引擎、微信、微博等互
联网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和应用，尝试
构建DT时代的司法大数据“生态圈”。

许前飞表示，在让司法审判更加
“智能化”方面，江苏法院已经探索运
用庭审智能语音系统，实现庭审语音转
文字，减轻书记员压力，提升庭审笔录
的准确性；建立视频内容识别系统，对
庭审视频进行智能分析利用，为法官核
对案情节约时间；开通12368热线智能
客服，并将运用导诉机器人，为群众提
供诉讼指导等智能服务；利用OCR识
别技术，将纸质材料转化为结构化信
息，回填审判流程系统，并与法官的个
人习惯相结合，智能化生成最贴合案情
的裁判文书。

本报乌镇11月17日电（记者 罗
书臻）今天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陈国猛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作主旨
发言。他介绍说，去年，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及所辖三家基层法院开始
了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试点，使当事
人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参与诉讼，解决
纠纷。浙江法院将在“网上法庭”试点
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设“网
络法院”，将涉及网络的案件从现有审
判体系中剥离出来，充分依托互联网技
术构建专业、高效、便捷的司法体系，
依法妥善处理网络纠纷，营造更安全、
更干净、更具人性化的网络空间。

陈国猛介绍说，我们探索中的“网
络法院”具有“大平台、小前端、高智能、
重协同”四个特点，是网络法治时代的智
慧法院。“网络法院”是专门审理涉网案
件的大平台，统一受理涉网民事、行政、
刑事等各类案件，由精通法律、熟悉网络
的法官专门从事审判和研究，以司法的

示范性和包容力弥补法律空白，“孵
化”网络诉讼程序与实体规范，促进
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完善。

陈国猛介绍说，“网络法院”的
前端是小型化的审判团队，在线审理
案件、评议案件、签发文书，保持高
效的应对力，并通过全程留痕进行质
量监控。后台基于云计算、大数据、
机器学习等技术沉淀，融汇“人工智
能”和“群体智能”，为审判前端作
智慧支撑。庭审情况可以通过语音同
步转化为书面记录；系统根据案件关
键词可以自动关联法律和案例，结合
结构化的诉辩信息，智能生成裁判文
书供法官参考；经海量裁判数据的不
断训练，系统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自
动适应、持续优化。

陈国猛介绍说，“网络法院”的
诉讼流程是完全在线的，起诉、立
案、举证、开庭、送达、判决、执行
全部是在网上完成。如当事人遇到网
购纠纷，可打开专门的网页或APP，

先通过与公安对接的人脸识别系统进
行身份认证，填写结构化的信息起诉
或应诉，再通过网银或支付宝、微信
钱包等缴费。立案后系统自动关联电
商平台订单提取证据。法庭通过手机
或电脑视频开庭，进行质证和辩论。
系统按照诉讼环节自动生成程序性文
书并一键送达，裁判文书生成后也可
自动送达并一键上网公开。结案后自
动启动电子归档功能，并导入执行系
统进入执行程序。

陈国猛介绍说，“网络法院”有
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的平台，通
过与公安、工商的身份数据库、纠纷
多发的电商平台等实现数据对接，打
通行政、仲裁、公证、调解、第三方
组织等诉讼外法律服务平台，链接
ADR 环节，进行融合与协作，构建
一个以法院为终端、“漏斗”型的矛
盾纠纷化解一体化大平台，推动形成
各方协同治理的网络“生态圈”，促
进网络纠纷的源头治理。

卫彦明在“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作主旨发言表示

建立“互联网+”时代下的智能庭审
崔亚东在“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作主旨发言表示

以大数据战略助推智慧法院

许前飞在“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作主旨发言表示

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法院工作
陈国猛在“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作主旨发言表示

探索“网络法院”妥处网络纠纷

⇨⇨上接第一版
沈德咏在致辞中指出，此次论坛是

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社会携手
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举办的
一次司法高层会议。来自中国和与会各
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大法官，有关国际
组织负责人、企业代表、信息化专家，
就法院信息化建设、网络法治等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广泛共识，将法
院信息化和网络法治化领域的务实合作
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必将对促进与
会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司法现代化发挥
积极作用。

沈德咏高度评价此次论坛取得的成
果。他表示，此次论坛积极务实，扩大
了共识，增进了友谊，是一次深化合
作、继往开来的会议。论坛通过的《乌

镇共识》，对于增进了解、深化合作、
促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为
中国同与会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增
添新的内容。与会代表相互尊重、相互
理解，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分别对本
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动态、网络法
治的最新成果以及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等作了全面介绍，就其他共同关心
的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会议始终充满
务实、友好、合作的气氛，不仅凝聚了
共识，也增进了友谊，为今后的司法交
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沈德咏表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
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次论坛
搭建了一个交流全球法院信息化工作经
验、推进网络法治化的平台，为实现信
息技术与法院业务的深度融合、促进互
联网共享共治提供了司法服务和保障，
为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开辟了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希望与会各国不断深化司
法交流与合作，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
献智慧与力量。

玻利维亚最高法院院长帕斯托尔·
马马尼，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帕
图·萨波卢，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
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荣，俄罗斯
联邦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谢尔科夫，中

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卫彦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级大法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崔亚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
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
飞，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哈萨
克斯坦最高法院法官苏雷梅诺娃·乌
尔波新，韩国大法院电子发展委员会
主席、釜山地方法院院长姜玟求，新加
坡最高法院高级助理注册官、高等法院
事务处主簿黄婷婷，英国最高法院院长
特别代表、皇家刑事法院法官约翰·坦
泽，越南最高人民法院总务局局长陶氏
明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
国别主任何佩德等出席闭幕式，最高人
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闭幕式。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圆满闭幕

⇨⇨上接第一版 报告站位高、观点鲜
明，深入浅出，在现场听众中引起热
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
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

报告会上，中央政法委机关对深

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提出
要求。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
把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抓好落实。要坚
持分层分类组织学习，个人自学和集

中学习相结合，开展专题学习和专题
研讨，深入开展交流研讨，力求学深
学透。要对照全会精神，坚持问题导
向，即知即改，切实抓好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整改措施的落实。要坚持知行合

一、学以致用，用全会精神武装头
脑、推动工作，真正把学习全会精神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扎扎实实把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

中央政法委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报告会。中央政法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听取宣讲报告。

⇨⇨上接第一版
贺荣介绍说，建设智慧法院，网

络技术是基础，大数据是核心，思维
方式是关键，深度融合网络技术是中
国智慧法院建设的鲜明特点。经过多
年的努力，中国法院将“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
审判执行工作全面结合、深度融合，
全国法院全面实现了网络互联互通与
数据共联共享，实现了对全国四级法
院案件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审判态势实
时生成，全面实施了网上办公、网上
办案，案件、文件全部网上流转，展
现了智慧法院的雏形。

贺荣表示，开放共享服务是中国
智慧法院建设的重要理念，中国智慧
法院建设始终以需求为导向，服务为
目标，坚持开放和共享，不断拓展大
数据运用的广度和深度，服务公正司
法，服务人民群众诉求，服务司法改
革和司法管理，服务和参与社会治
理。中国法院建成了审判流程、裁判
文书、执行信息和庭审视频四大公开
网络平台，并积极构建共享交换体
系，推进跨行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在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基础
上，与交通、金融、证券等 44 个有
关部门实时联网，对失信被执行人进

行信用惩戒，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认
可。

贺荣强调，网络技术重在应用，
智慧法院建设的关键是思维变革，与
时俱进，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
能不断促进司法的公正与高效。她介
绍说，中国法院运用大数据分析，刑
事案件通过大数据为基础的电脑辅助
计算，类案的量刑更加规范科学，民
事案件通过与全国相似案件的参考比
对，自由裁量获得统一，保障了法律
的统一适用。中国法院开发了智能审
判系统，电子卷宗、诉讼材料一键自
动生成，减轻了法官的事务性工作。
中国部分法院积极探索电子法院，利
用互联网，为当事人、律师和法官提
供全天时、跨地域线上服务，实现网
上异地立案、证据网络交换、异地网
上庭审，做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
诉讼参与人少跑腿”。

贺荣最后表示，共同坚信法治是
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维护公平
正义是社会赋予法院的神圣职责，促
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是每一
个法院决策者的迫切需求，希望与会
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司法交流与合
作，共同提升本国法院信息化和世界
司法现代化水平。

中政委机关举行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