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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坚持“三个需求”导向 打造“三维”智慧法院
隋 岳 马伟锋

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两级法院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借力信息化 3.0 建设，依托“三通一平”、智审辅
助、司法大数据运用、信息化管理一体化平台，形成了满足当事人需求、法官需求及司法决策需求的“三维”智
慧法院体系，努力实现全业务网络化、全流程公开化、全方位智能化，全面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持群众需求导向 打造立体化“阳光法院”

坚持法官需求导向 打造超时空“网络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是群众接触法院的第
一站，也是法院在群众心中的第一形象。

“小宝，小宝，我要立案，需要哪些材
料？”4月 26日上午，在广州市白云区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外形可爱、声音甜
美的“机器人导诉员小宝”一出现，就引
来不少群众驻足围观。不到 10 秒钟，

“小宝”就迅速地从数万条答案库中挑选
出了最佳答案，并显示在胸前的液晶屏
上。

“小宝”全称叫“云法讼宝”，是白云
区法院参与开发的一款具有语音对话功
能的导诉机器人，它还具备人脸、语音识
别功能，可提供法律咨询、法规查询、诉
状模板、办案流程等 5000 多个法律程
序，回答2万多个实体问题，储存指导案
例40000个，为当事人提供参考答案。

人工智能的出现，源于广州法院对
破解案多人少难题的“渴求”。

2006 年广州法院受理案件 185312
件，2016年受理 370346件，增长近 1倍。
相反，法官人数却不增反降，2006年广州
法院共有法官 1362人，到了 2016年，员
额法官为 1050人，减少了 312人。2016
年，案件压力最大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已达427件。群众
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同有限的司法资源
的矛盾逐步加剧，为当事人提供有针对
性、多元化的诉讼服务成为当务之急。

针对当事人、律师、法官的不同需

求，广州法院先后开发出“审务通”“律师
通”“法官通”手机APP，与 12368诉讼服
务平台一起，可24小时全天候线上自助
服务，并涵盖线下全部诉讼服务，提供网
上立案、提交申请、手机送达、查询案件
进度、查阅文档、联络法官等贯穿诉前到
判后各阶段的39项诉讼服务。目前，广
州市两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进行了多次
信息化升级改造，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
通一平”智能诉讼服务体系，实现了诉讼
服务的开放、透明、便民。

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钟育周介绍，“三通一平”建成后，明显地
体会到“三少”变化：前往立案窗口咨询
的当事人明显减少，当事人打给业务庭
的咨询电话明显减少，对法官不接电话
的投诉明显减少。

“三少”的背后，是线上服务的繁
忙。2016 年，广州中院 12368 诉讼服务
平台共受理各类诉讼服务请求 161630
条，向当事人发出诉讼服务短信 560717
条，诉讼窗口日均处理事务量逐年下降，
同比降低15.17%。

“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法院
工作方式的变革驱动作用，以信息化建
设、智慧法院建设引领广州法院科学、长
远发展。”广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勇
表示，“实现群众少跑腿，司法更透明、更
便捷，让百姓在司法改革中有更多的获
得感。”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无域世
界，构建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是以信息
化为支撑建设智慧法院的基础。

在以前，困扰执行法官的首要难题
就是财产查控难：几乎每个案件都要往
返多个部门，大部分时间“不是出差，
就是在出差的路上”。而如今，广州中
院的执行法官足不出户，就能够一键查
控被执行人的所有银行账户、车辆、工
商、社保、征信等 14 类信息，这要得
益于广州法院 2016 年 6 月上线运行的

“天平”执行联动查控网络系统。
同样，打破空间地域阻隔的还有广

州法院建立起的减刑假释协同办案平
台，该平台可实现业务协同办理、流程
全面覆盖、数据即时传输、信息互通共
享。

广州中院辖区内有5所监狱，多且
散，借助该平台，监狱可网上提请罪犯
减刑假释，流转给检察机关网上审查，
法院直接提取信息批量立案，并通过远
程视频庭审系统，法官、检察官、监狱
干警、罪犯分别在法院、检察院、监狱
参加庭审活动，实现全程留痕，使法官
人均结案同比上升135%。

“进入监狱开庭需办理繁琐的手
续，耗时又费精力，协同办案平台把该
由法官跑的路交给了数据流转，为法官

节省了不少时间。”广州中院审监庭庭
长王雪生颇有体会。

高标准的硬件配置和技术支持，是
法院数据安全、自由传输的保障。广州
中院已建成主干千兆的内部局域网和两
级法院广域网，构筑了一个包括软件、
硬件、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涵盖审
判执行、政务办公、司法公开等多个领
域，实现数据共享、互联互通的信息化
网络体系。

以庭审网络直播为例，2016 年 11
月，广州法院完成对268个法庭的数字
化改造，在全市建立起 14 套远程视频
开庭系统，配备大量的高清设备、大带
宽专用信息网络，实现远程视频开庭、
提审、作证、直播、接访画面无卡顿、
声音清楚流畅，至今已累计直播案件
12157 件，为 430 多万人次观看提供服
务保障。最早启用远程视频开庭系统的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个刑事速裁
法庭每天的开庭案件数已从 6至 8件大
幅提高到20件。

“广州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超过 30
万件，要完成如此海量的信息抓取、大
数据搜集整理、内外网数据交换、准确
推送和应答，没有过硬的信息化技术保
障，是不可能的。”广州中院自动化科
科长黄健说。

坚持决策需求导向 打造精准化“智能法院”
随着司法责任制的落地，现在，法

院院长、庭长的审批权已经大大缩
减。但是作为管理者，对整体案件情
况和法官的办案情况，还是必须要准
确掌握。如何掌握这些案件情况？又
如何评判法官的办案质效？

2016年初，广州中院正式建成广
州法院大数据管理分析平台，依托大
数据可视化系统，提高决策科学性。
12月，面向社会公众的司法数据公众
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大数据平台通过
历史数据的历时性分析、当前数据的
实时监控、当前数据的实时分析三类
核心功能，为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审判
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大数据为审判管理指明了方向。
广州中院的大数据平台设定 5 大类
128 项案件质效评估指标，建立审判
质量效率量化评估模型，全面、实时、
客观勾勒全市法院各类审判资源配置
现状和运行效率，监控各部门审判资
源的“投入产出比”。优化司法统计方
式，司法统计工作实现从手工逐案统
计向系统自动生成的跨越，统计人员
可自主选取分析项目，生成个性化报
表，辅助领导决策。

大数据为法官绩效评价提供了依
据。根据组织人事部门考核要求，广
州中院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实时提取业
绩评价指标，对法官个人工作绩效、
部门绩效、专题考核绩效进行运算、
统计、排名，对弱项指标予以监控、
报警。还可实现案件反查，系统可自
动提取影响指标项不理想的具体案
件。

2016 年 5 月，广州中院还专门制
订了《关于优化审判资源调配的若干
意见》，把大数据平台的应用成果制度
化，根据大数据提供的情况，科学合理
地在内部分流案件，调整部门之间的
审判力量，实现了精细化管理。

大数据为司法政务管理提供了支
撑。广州中院共开发启用公文案卷智
能交换系统、物资装备管理系统、代表
委员联络服务系统等 31 个司法政务
功能模块，并实现全部资源数字化监
控，绝大部分司法政务工作可通过系
统申请、审批、统计、公示，流程审批、
公文审阅等工作平均耗时从一周缩短
到一天，大幅提高了司法政务工作效
率。

大数据的意义不仅限于法院内
部，还能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
多作用。2016年11月，广州法院通过
司法数据公众服务中心，首次创造性
地向社会发布经济形势、治安形势司
法指数，受到科研机构和媒体的广泛
关注。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快速推进，
广州法院的审判能力得到信息化技术
的有力支撑，司法效率和质量稳步提
升。2016 年，广州全市法院收案、结
案和法官人均结案分别同比上升
22.75%、22.56%和69.23%，均创历史新
高。同时，案件质量目标全面向好，一
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下降 0.5%，
信访投诉率同比下降 0.15%，再审启
动率同比下降 26.5%，民事案件一审
服判息诉率同比提高 3.9%，执行标的
到位率同比提高9.85%。

深化司法大数据应用、提高辅助
裁判能力，是广州智慧法院建设的另
一核心目标。

广州中院刑二庭的徐兵法官是庭
里的办案能手，也是最早试用广州法
院智审辅助裁判系统的受益者。就在
上周，在办理一宗定性争议较大的盗
窃案时，他就启用了广州法院智审辅
助裁判系统。系统将电子卷宗中高频
出现的“入户”“数额较大”等自动提取
为“高频词”，并以“高频词”为依据，推
送了一批“入户盗窃”案的案例。徐兵
再次以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
等内容为要点，设定本案法律关系模
型，对推送的类似案例进一步缩小范
围，最终仅留下5宗相似度极高、权威性
强的典型案例，作为办案参考，让他既
省心又放心地快速审结了这起案件。

“通过类案识别技术，智审辅助裁
判系统向法官主动推送类似案例，既
有利于规范法官裁量权行使，实现同
案同判、规范量刑，又能提升类案审判
效率，让法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疑难、
复杂案件上。”王勇非常看好智审系统
的强大功能。

目前，广州法院的智审系统不仅
能实现类案推送，还能自动提取案件

要素，并将经过提取加工的案件信息
回填进诉讼文书，诉讼文书80%的内
容实现了“一键生成”，让法官可以集
中精力撰写“本院认为”部分。

类案推送、文书自动生成都离不
开案例库和争议焦点说理库这一司
法大数据的支撑。今年4月初，广州
中院与中国法律知识总库联合启动
广州案例库深度研发工作，已将广州
市两级法院2015年以来《案例编报》
中的 341 件案例全部录入广州案例
库，建立起立足于本地案例、符合广
州地区法官需求的法律知识平台，支
撑智审系统运行。同时，还将中国法
律知识总库数据接入广州案例库，检
索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人
民法院公报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作
为办案的参考性案例。

据悉，广州中院还基于案件争议
焦点数据研发了智能裁判参阅系统，
形成了争议焦点说理库，可向法官推
送与在办案件争议焦点相关的说理
段落。目前已经完成民间借贷案件
的数据整理，下一步，争议焦点说理
库将扩展至金融借贷、保险纠纷、信
用卡纠纷等全类别的金融案件，并逐
步提升推送的准确度。

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当事人在使用导诉机器人“小宝”。
（资料图片）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内当事人在使用智能分流设备。
（资料图片）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使用“法官通”手机APP进行视音频执法取证。
（资料图片）

鹤山市世佳玻璃有限公司：江门市富兴玻璃有限公司向本
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2017）粤0784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
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鹤山市人民法院

郭立志：本院受理刘朝阳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永
明路支行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
日下午15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凯杰、张彦敏、杨新华、祝倩倩、王志兴：本院受理路亚楠
与张凯杰、张彦敏、杨新华、祝倩倩、王志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申请执行人路亚楠申请执行本院（2015）新民初字第1110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张凯杰、张彦敏、杨新华、祝倩倩、王志兴公
告送达（2017）冀0105执474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纳入失
信名单决定书、报告财产令、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公告期满后3日内，张凯杰、张彦敏、杨新华、祝倩倩、王
志兴应当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阮洪海：本院受理申请方王君与被申请方阮洪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裁定对查封的被执行人阮洪海名下的位于三河市燕
郊开发区迎宾路东建行家属小区南楼东202室房屋一套（房权
证：燕字第017425号）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取评估
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一个星期四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
院二层司法技术室选取评估机构，（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
到视为同意本院采取随机方式从名册中选取评估机构对查封的
房产进行评估。不再另行通知。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刘利强：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永和
支行与你贷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黑0811执226号执行裁定书及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第3
日上午9时到中级人民法院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逾期不履行我
院将依法对你在工商银行抵押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

[黑龙江]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刘卫东：关于申请人仲翔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刘卫

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对刘卫东名下位于苏州市高新区上
河花园二区71幢1008号房地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人民币
1398500元。现依法公告送达上述资产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若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的，请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
卖，并以拍卖所得清偿债务。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2015年11月19日，本院根据张照瑞、邢光辉的申请裁定受
理宣城市本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安徽师阳安顺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经本院召集和管理人
提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3月19日在安徽省宣城市宣
州区朱桥乡朱桥中心初中操场召开。2016年9月5日，本院根据
管理人申请，裁定宣城市朱桥成艺农机专业合作社、宣城市建成
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宣城市本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并破产
清算，在该合并破产的法定债权申报期限内，无债权人申报债
权。由管理人审查并经债权人会议审核后，本院于 2017年4月5
日裁定确认 746 个无争议债权，已确认的债务人债务总额为
89989993.27元。债务人资产经评估为6781101.95元，其中银行
存款3888.95元，固定资产评估值为6777213元。本院认为：债务
人在本案受理前已全面停产，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已显著缺乏清偿能力，债务人现也无重
整、和解可能。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十八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宣告宣城市本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宣城市朱桥
成艺农机专业合作社、宣城市建成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合并破
产。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安徽]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

(2017)粤03破10号 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根据郭映龙的
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格瑞玛印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4月26日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市
格瑞玛印务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格瑞玛印务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7年6月20日前向深圳市格瑞玛印务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B座802;联系人:
林俊斌、郑瑞琼;电话:0755- 83569781、83569780;传真:0755-
8319252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格瑞玛印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格瑞玛印务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6日
(2017)粤03破17号 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根据余康生

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锦宜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4月17日指定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锦宜食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锦宜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
年6月20日前向深圳市锦宜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
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4026号田面城市大厦24楼;联系人:吴勇;
电话:0755-82816162;传真:0755-8281685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锦宜食品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锦宜食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7日

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根据深圳集电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随意点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7年4月17日指定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随意点
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随意点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7年6月20日前向深圳市随意点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4011号港中旅大厦八楼；联系
人：张涛；电话：0755-25029244、0755-83580955；传真：0755-
8358095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随意点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随意点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9月
27日裁定受理其对广州恒源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申请
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月3日指定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为广
州恒源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人。广州恒源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7月14日前，向广州恒源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
路69号东山广场27层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510000；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凌云志13352895181，张驰15200807927，郭
馨1820200024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广州恒源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恒源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
年7月27日上午9时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东院区）
第十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依法办理委托授权手续。[广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根据债权人乐山市沙湾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的申请裁定受理乐山市沙湾中盛陶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乐山市沙湾中盛陶瓷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你单位
应于2017年7月12日前，向乐山市沙湾中盛陶瓷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申报债权（申报地点乐山市沙湾区嘉农镇嘉兴路40号乐山市沙湾中盛陶
瓷有限公司大门旁，联系人高帮武、万禹舟，联系电话13708138070、
18081338178）。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乐
山市沙湾中盛陶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乐山市沙
湾中盛陶瓷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7
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乐山市沙湾区德胜钢铁公司科技大楼会议室（地
址：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铜河路8号，会场联系电话15283346688）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5月3日，本院根据浙江中睿泽农科技有限公司等5位债权

人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伟佳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宁波伟
佳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6月8日前，向该公司破产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丹阳路558号财富中心写字
楼1601室；邮编315700；联系电话：0574-65651208）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伟佳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年6月16日14时
30分在象山海洋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
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象山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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