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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电 （记 者
李 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孟建柱 17 日在京会见第八届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及提名奖
获得者。他勉励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时代之
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争做法学理论创新的开路人、法治中国
建设的排头兵，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听取青年法学家代表发言后，孟
建柱向受到表彰的青年法学家表示祝
贺，对他们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他说，大家胸怀报国为民理
想、秉持求真务实精神，积极投身全面
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在繁荣法学理论研
究、培养法治专门人才等方面作出了突

出贡献。同志们有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
法学理论研究，以渊博的知识、深厚的
学养，产出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
方向、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学术
精品；有的献身法学教育事业，用自己
的真才实学和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在春
风化雨中滋润心灵，为祖国培养出很多
优秀法治人才；有的参与法治建设实
践，到实际工作部门挂职任职，在执法
司法一线发挥聪明才智，为司法改革献
计献策，推动国家法治文明进步；有的
深入人民群众，开展法律援助，讲好法
治故事，促进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同志
们不愧为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杰出代
表，不愧为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一
代。

孟建柱指出，当前，我们正处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不久
我们党将召开十九大。7月26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
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判断、重大举措，对于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理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整体谋划和全面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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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会见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并勉励大家

繁荣法学理论研究 服务法治实践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贡献

郭声琨周强曹建明王乐泉参加会见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北京会见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郝 帆 摄

本报杭州8月18日电 （记者 乔文心） 今天上午，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浙江杭州挂牌运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周强出席活动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回应群众司法
需求，大力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不断提升互联网时代司
法工作水平，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保护人民
群众权益、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提供有力司法
服务和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浙江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出席活动。

上午，周强和车俊共同为杭州互联网法院揭牌。杭州
互联网法院全体法官面对国旗和宪法，举行了庄严的宣誓
仪式。随后，周强、车俊考察了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观看了网上办案演示。杭州互联网法院充分运用互
联网技术，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网上立案、网上提交证
据、网上参加开庭。周强、车俊现场旁听了一起案件庭
审。9时40分，随着法官王江桥敲响法槌，杭州互联网法
院第一次庭审正式开始。这是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分别在杭州和北京通过远程视频参
加开庭，笔录由语音输入系统即时完成，经当事人确认后
生效，庭审过程进行顺利。周强、车俊对网上庭审体现的
高效快捷予以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加强探索，为规范网
上办案、提升互联网司法能力和水平提供有益经验。

周强出席座谈会，听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
猛、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工作汇报，与互联网法院法
官等进行交流。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全国政协委员黄廉
熙和法学专家于志刚等高度评价设立互联网法院的重要意
义，就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职能，服务人民群众司法需
求、推动落实网络强国战略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发言摘登
见二版）。

周强讲话指出，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顶层设计，是司法工作主动适
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人民司法事业发
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
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作出重要部署，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开拓创

新的改革精神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更好顺应信
息化社会发展趋势，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
落实网络强国战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下转第三版

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运行 周强强调

探索互联网审判新模式
车俊出席活动

图为周强、车俊共同为杭州互联网法院揭牌。
孙若丰 摄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九次委员长
会议 18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日在
北京举行。

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继续审议核安
全法草案、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

案、国歌法草案、反不正当竞争法修
订草案、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审议全
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
于提请审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
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审议法官法等八
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国
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烟叶税法草案的议
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

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
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著
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张德江委
员长访问葡萄牙、波兰、塞尔维亚情况
的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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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8日起举行
审议关于提请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法官法

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抉择，不断开辟全
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新境界，显著

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
国家的能力。为全面总结展示全面依法
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中央组
织拍摄了六集政论专题片 《法治中
国》。该片将从8月18日起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首播，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

推出。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全景式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
时度势、统筹谋划，坚持和拓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法治确立为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纳
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 13 亿
中国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伟
大征程。 ⇨⇨下转第七版

本报青岛8月18日电 （记者 刘
婧）今天上午，大型法治题材电视连续
剧 《阳光法庭》 在青岛举行开机仪式
（相关内容见四版）。受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委托，人民
法院新闻传媒总社社长倪寿明出席开机
仪式并致辞，要求创作团队坚持正确导
向，贯穿法治意识，注重作品品质，既
要保证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取得成功，
又能在观众中受到广泛欢迎，努力把

《阳光法庭》打造成一部思想精深、内
容厚重的精品大剧。

《阳光法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
中心、青岛东唐影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而组织创
作的。该剧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以一位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的

视角切入，选取了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
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和
积极影响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行政
审判、冤案平反等司法案例，高扬现实
主义旗帜，以艺术手法展示了司法机关
在推进司法改革、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
作出的努力和探索，塑造了以省高级法
院院长白雪梅 （颜丙燕饰）、青年律师
鹿鸣（崔鹏饰）为代表的，具有法治信
仰、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当代司法工
作者形象。

倪寿明希望《阳光法庭》在拍摄过
程中，坚持正确价值引领，高扬时代主
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牢牢把握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给广大观众提供
健康向上、充满阳光的精神食粮。导演
和演员要发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
作作风，确保实现剧作的立意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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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首播
全景式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恢弘篇章

荧幕上走来真正的大法官

电视剧《阳光法庭》青岛开机

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
立，意味着中国涉互联网案件的集中管
辖、专业审判在杭州揭开了新的篇章。设
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是落实中央深改组
决议，用互联网方式审理涉互联网案件，
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
制度创新，必将为促进互联网经济更好
更快发展、维护互联网社会公平正义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互联网法院的特点不仅在于审理涉
互联网纠纷，还在于以互联网的方式进行
审理。这不仅是审理体制的变革创新，也

是审理方式的变革创新。杭州互联网法
院前期依托浙江省内唯一的跨行政区
划法院——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展试
点。从试点结果看，自2017年5月1日
集中管辖5类涉网案件，至8月15日，
共立案2605件，审结1444件，平均开庭
时间仅25分钟，平均审限仅32天。已结
案件均实现100%在线庭审、在线判决、
网上送达，初步彰显以互联网方式审理
互联网案件的效率、公开、便民优势。

虽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互联网法院的

发展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与挑战。要
打造互联网法院这一司法为民新载
体，杭州互联网法院要进一步发挥“试
验田”作用。要对网络平台制定自治性
规则进行规范化指引，整合、创设适应
互联网发展的诉讼规则，防范化解网
上各类交易的法律风险，净化网络空
间，降低网上维权成本；要制定一套标
准化、结构化的新型互联网审判方式，
包括诉讼规程、庭审规范、当事人操作
指南等，为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提供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打造互联网时代司法为民新载
体，杭州互联网法院要围绕“智慧法
院”各项要求，创新运用先进的人工智
能技术，推进审判业务与技术、数据的
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的涉网案件
数据体系。 ⇨⇨下转第三版

打造互联网时代司法为民新载体
本报评论员

平均开庭时间25分钟，平均审限32天，开庭
案件均实现 100%在线庭审、在线判决、网上送
达。8月18日，中国首个互联网法院正式在“互联
网之都”杭州挂牌成立。这也意味着中国涉互联网
案件的集中管辖、专业审判在杭州揭开了新的篇
章。

这家“网上案件网上审”的法院为何如此高
效？作为互联网审判的“先行者”，它是如何从无
到有、顺应时代要求成立的？涉网司法裁判又将迎
来怎样的明天？

细耕“试验田”：从互联网法庭开始的尝试

互联网法院并非“横空出世”，前期的探索和
经验积累必不可少。

杭州互联网龙头企业高度集聚，信息经济高度
发展，互联网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超
50%，涉网纠纷大幅增长。

“网络已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正在改变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在刷新法律的概念、司
法实践和公众对法院服务的要求。”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深远说，互联网的虚
拟性、跨地域、在线化和去中心性等特征，对现有
的法律理论和司法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当事人
运用传统司法规则、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成本高、流
程长，法院需要为公众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在线解
决通道。

2015 年 4 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布局
“互联网+审判”的新模式，确定由西湖、滨江、
余杭三家基层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
法院，分别审理网络支付纠纷、网络著作权纠纷、
网络交易纠纷及其上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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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8月18日电 （记者 乔
文心 余建华） 今天上午，全国首家互
联网法院在杭州挂牌成立。下午，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杭州
互联网法院设立背景、职能定位、案件管
辖等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向媒体通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实施方案，杭
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杭州市辖区内基
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下列涉互联网一

审案件：1.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
融借款等合同纠纷；2.互联网著作权权
属、侵权纠纷；3.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
人格权纠纷；4.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
权纠纷；5.互联网域名纠纷；6.因互联
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以及上级
人民法院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其他
涉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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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通报杭州互联网法院情况

六类涉网案件集中管辖

8 月 18 日，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
挂牌成立，这家特殊的法院从诞生起就
备受关注。新设立的互联网法院有哪些
特色？将重点从哪些方面探索互联网审
判的规则？记者对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
杜前进行了专访。

记者：在互联网法院挂牌这个历史
性时刻，作为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院

长，有什么感想？
杜前：在梦想照进现实的一刻，作

为受牌法院，我们为之欢欣鼓舞，又深
感任重道远。自 1987 年我国首次实现
与 Internet 连接，中国人第一次“触
网”，30年星辰大海、30年风雨兼程，
法律人从未停止前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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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梦想照进现实
——专访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

本报记者 孟焕良

今
日
导
读

手握鼠标打官司
——杭州互联网法院揭牌后首案庭审侧记

（文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