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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短评

观点

法律如何对待信息网络传播权之争
范明志

对于如何确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与侵权标准，不仅应考量权利人
和行为人的利益平衡，更要从法律促进网络发展的角度，保持法律应有的
克制，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近年来，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件数量增长迅速，在北京、天津约占
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半。当前，由
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对信息网络
传播权及侵权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
定，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信息网络传播
权的含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的认定标准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
同的观点从各自的视角对信息网络传
播权进行解读，渗透着不同的利益衡
量标准和价值取向。如何认定信息网
络传播权及侵权行为，对互联网行业
发展、著作权人保护和消费者利益维
护，都意义重大。这种现象的根本原
因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网络技术
发展过程中，其权利形态尚未发育成
熟，法律的发展滞后于网络实践。那
么，法律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网络
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法律概念本
身就充满了未来发展的空间。我国著
作权法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
念：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
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
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在一
定程度上是转化和落实《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版权条约》的产物，因为该条
约于 2007 年 6 月在我国正式生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第 8
条采用“伞形解决方案”为作者规定
了“向公众提供权”，使其可以控制

“交互式”的作品传播。考虑到网络
技术发展的难以预测性，也为了对未
来技术发展保持开放性，条约并未使
用互联网技术特征界定该新型传播模
式，也没有利用法律术语界定该新型
权利，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权利形
态和责任方式来保护该权利，留给缔
约国根据自己国家法律体系和实际情
况自行决定。我国 2010 年修订的著
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实质就
是条约中的“信息提供权”。但是，
由于“信息提供权”本身的法律含义
尚不确定，而且信息网络技术比以前
更快发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不
同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初始提
供”“实质提供”“初始提供后的权
利”等各种观点都难以成为共识。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认定标准的

混乱体现了司法对待网络的不同态
度。正是因为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不
同认识，导致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认定标准的混乱。“服务器标准”意
味着只有将作品上传至向公众开放的
服务器的“初始提供”行为，才是受
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网络传播行
为，才会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
权。从适用范围来看，“服务器标
准”从几乎最狭隘的范围来解释立法
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认定，
或者说是立法的文义解释。随着网络
技术的发展，当事人的利益诉求驱使
着具有扩大或者限缩功能的其他解释
方法逐渐出现，如“用户感知标准”

“实质呈现标准”“实质性替代标准”
等。其实，“用户感知标准”“实质呈
现标准”“实质性替代标准”都是包
含了“服务器标准”的，从不同的角
度对“服务器标准”进行了扩大解
释。“用户感知标准”将侵权行为扩
大到了“用户认为作品是由设链者提
供的”，从行为后果上为认定侵权行
为作了更宽泛的解释。“实质呈现标
准”是将行为人通过“自己网页和客
户端一部分进行展示”从而混淆权利
人初始提供权的行为也认定为侵权行
为。“实质性替代标准”则是将代替
权利人作品“提供渠道”的“链接行
为”认定为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行为，也是对“初始提供”的扩大
解释。这些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各
种认定标准，不论其是否具有合理
性，都在深层次上体现对待法律与网
络关系的不同态度：对于信息网络传
播权这样一个尚未发展成熟的权利类
型，是将其纳入到现有的侵权法体系
中予以规范，还是对其保持最低限度
干预的态度，根据网络的发展逐渐确
立新的法律规则。这既是解决侵权标
准争议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当下理论
界与实务界认知不一的根本原因。

确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及侵
权标准，需要在网络空间中考量。就

侵权标准自身的逻辑而言，各个观点
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从网络
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含义及侵权标准，可能比单纯从概念
和侵权标准自身更有合理性。以下几
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似应给予考量：

互联网的核心价值。互联网从诞
生之时，信息快速传递和分享就是其
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互联网促进社会
发展的重要途径，因而是其核心价值
之一。作品进入到网络世界后，著作
权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如何体现
互联网的信息快速传递和分享价值，
不是能用现实世界的标准来确定的。
比如，互联网上的作品复制与传统的
作品复制（印刷）已不是同一形态的
行为，我们不能因为网络复制的简便
性而适用传统著作权保护标准对其进
行限制。互联网为著作权人提供了现
实世界所没有的传播途径，可以更加
方便、快捷地实现著作权人对作品所
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同时，网络
上的著作权保护似乎更加困难。当作
品从现实世界进入到网络世界后，如
何平衡著作权人自身的利益以及互联
网自身的价值就成为著作权法新的课
题。

搜索、链接行为的独立价值。搜
索、链接行为对于互联网用户所提供
的获取信息的便利功能是可以确定
的，这种技术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网
络行为，甚至成为一种经营模式。当
然，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得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在提供获取信息
便利与信息的权利保护之间平衡各方
利益，是一个新的著作权制度命题，
以至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
约》也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但是，
以技术创新理念推动互联网持续发展
应当是法律对待网络新技术的基本态
度。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用好互联
网带来的重大机遇”。搜索、链接使
从多渠道收集并同时呈现各种信息成
为可能，比如，搜索引擎的技术目

标，就是在网络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为
用户从多渠道高速收集和整理海量信
息，使得用户能够以最即时的方式寻找
到最关联的信息。当搜索、链接技术能
够为网络用户提供独立价值的服务时，
对其在法律上进行合理的定位就成为其
健康发展的前提。显然，搜索、链接行
为的独立价值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平衡
关系尚未确立，如果简单地将“查明著
作权”作为搜索、链接的前提，恐怕在
成本上、效率上都不是好的制度选择，
与互联网自身的价值也不相符。

流量竞争的发展趋势。在现实当
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往往不涉及收
费欣赏的作品。因为大多网络公司是通
过免费提供信息服务从而获得“流量”
来收取“广告费”进行经营的。目前，

“流量”在法律上的地位尚不明确，难
以归入到目前的法律权利类型之中，所
以一些法院将“流量劫持”定位为不正
当竞争的手段，甚至将侵害信息网络传
播权也按照不正当竞争进行处理，这说
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状态和侵权责
任构成还没有发育成熟。如果以后流量
竞争的经营方式被替代，比如回到普遍
收费经营模式，或者被精准广告所代
替，那么现在的一些侵权标准也自然就
失去了意义。同时，这种流量经营方式
（免费欣赏） 是否意味着作品已经落入
公共领域？至少给人一种这样的假象，
或者，这种免费提供的作品是否应当被
免除再次传播的许可义务？在网络环境
下，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著作权的本质是控制他人的行为，
反映了著作权人的权利与公共权利之间
的关系。在网络环境下，这种控制不应
随意作扩大或者缩限解释。对于如何确
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与侵权标准，
不仅应考量权利人和行为人的利益平
衡，更要从法律促进网络发展的角度，
保持法律应有的克制，为网络信息技术
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本院受理许清源申请宣告陈美惜失踪一案，经查：陈美惜，女，
196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原住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钱坡村西区沟
边角24号，于1991年间离家后失踪，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被申请人陈美惜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
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凡知悉被申请人陈美惜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陈美惜失踪。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苏治军申请宣告李改文、苏菲
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李改文（女，1967年11月5日出生，户籍地：甘肃
省西和县，身份证号码：622630196711051361），苏菲（男，1999年11月3
日出生，户籍地：甘肃省徽县，身份证号码：622630199911031377），申请
人苏治军称2002年9月，李改文携子苏菲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李改文、苏菲应当自公告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改文、苏菲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李改文、苏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李改文、苏菲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徽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谢庆英申请宣告江晨死
亡一案（2018）粤0307民特123号。申请人谢庆英称，因与家人发生争
执，下落不明人江晨（男，身份证号：440321196501027250），现年53
岁，籍贯：海南，原居住于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于1993年3月8日下午
离家出走，后经多方寻找，毫无音讯，现向法院申请宣告江晨死亡。下落
不明人江晨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江晨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江晨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江晨
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莫安进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莫巧进死亡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莫巧进，男，197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
区东环大道4号38栋1单元301室，公民身份证号450203197804250730。
于2008年12月2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9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被申请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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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昆申请宣告陈锦妹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陈锦
妹，女，195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南宁市新城区七星路137
号区经贸委宿舍，公民身份证号码450103540220004，于1995年5

月底离家出走，经单位和家人多方找寻无果。至今已下落不明满2
年。消息全无。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望陈锦妹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高春雨申请宣告刘
海明死亡一案。申请人高春雨称，下落不明人刘海明于2013年8
月初离家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刘海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住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刘海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海明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海明情
况，向本院报告。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汪子龙申请宣告汪明亮失踪一案，经查：汪明亮（身份
证号码：412931196711243391)，男，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原
住河南省新野县沙堰镇拐里村6组，于2011年4月离家出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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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汪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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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汪明亮失踪。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湘淇申请宣告孙欣欣
失踪一案。申请人王湘淇称，与孙欣欣系母女关系，父亲王天亮因交通
事故与2011年4月13日死亡，孙欣欣将申请人于2011年10月份放置
在爷爷家后出走，至今无法取得联系，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孙欣欣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
不报的，下落不明人孙欣欣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孙欣欣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孙欣
欣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桦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淑慧、赵丽丹、赵
洪光、赵洪煜、赵文弟申请宣告赵荣超死亡一案。申请人李淑慧、
赵丽丹、赵洪光、赵洪煜、赵文弟称，赵荣超，男，汉族，1930年6
月25日出生，原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八马路康乐小区4
号楼3单元503室，系申请人李淑慧的丈夫，赵丽丹、赵洪光、赵
洪煜、赵文弟的父亲。赵荣超因患病于2012年7月11日从家中
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赵荣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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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赵荣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荣超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荣超
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9日受理申请人张秀华申请宣告张延梁

死亡一案，申请人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养母女关系，被申请
人张延梁于1994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延梁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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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不明人张延梁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延梁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延梁情
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绍牛申请宣告周正昌死亡一案，经查：周正昌，男，
1928年1月20日出生，身份号码：430626192801207518，于2009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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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周正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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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行楷申请宣告刘传死
亡一案。申请人刘行楷称：刘传，女，198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原住
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辅安村茶厂组，其于1999年外出到广东省深
圳市打工，当年10月后与家中再无联系，至今已下落不明19年。下落
不明人刘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请的，下落不明人刘传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刘传生存状态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刘传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华容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宁申请宣告庞红权死亡一案，经查：庞红权，男，汉族，
1980年5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10921198005197532，辽宁省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人，原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五家子镇新邱村新邱
126号，于2018年1月20日在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
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庞红权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庞红权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于锡海、郑维清申请宣告于泽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于泽(系于锡海、郑维清之子)，男，1992年5月17日出生，居民身份
证号码210522199205174713，满族，辽宁省桓仁县人，现住桓仁满
族自治县二棚甸子镇摇钱树村邵家街5号，于2014年1月10日起离

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
于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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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霞申请宣告张奇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张
奇，男，1966年4月7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户籍住址：宁夏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世纪大道丽日小区二区 19- 3- 101 号，身份证号：
152921197211141127。被申请人张奇于1997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被申
请人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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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史才娥要求宣告化明德死亡一案，本院已经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现发
出寻找化明德的公告，公告期为自登报之日起3个月。希望化明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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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化明德死亡。[山东]微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鲁孟考申请宣告鲁春君（曾用名：鲁春军）失踪一
案，经查：鲁春君，男，山东省莱阳市谭格庄镇西姜格庄村人，身
份证号：370682198611204115。鲁春君于2014年起失踪，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鲁春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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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振伟申请宣告陈绍泰失踪一案，经查：陈绍泰，男，1966年
6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372927196606220553，汉族，农民，住梁
山县梁山街道办事处凤山村707号，于2010年8月2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望陈绍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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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山东]梁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田龙江申请宣告田全丽死亡一案，经查：田全丽，女，
汉族，1996年12月19日出生，2013年7月18日失踪，失踪前户籍住址陕西
省渭南市临渭区丰原镇丰原村二组。被申请人家属于2013年7月19日向
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向阳街派出所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田全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勇申请宣告王亚
辉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06民特36号]。申请人王勇称，其兄王
亚辉自2000年10月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亚
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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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亚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王亚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王亚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鞠天云申请宣告鞠志韦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14
民特24号]。经查：鞠志韦，男，192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
在 地 ：成 都 市 新 都 区 木 兰 镇 狮 子 5 社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12519271025311X，下落不明至今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一年。鞠志韦应当在公告期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
及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鞠志韦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娜申请宣告马海波失踪一案，经查：马海波
（232622197610210310）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马海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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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马海波失踪。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彩娇申请宣告海上事
故陈海华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彩娇称：其与陈海华系母子关系。陈海华
系“浙岭渔6725”船船员。2007年3月29日，“浙岭渔6725”船在洋面上
作业时，与“深能1”轮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陈海华下落不明，至今已满2
年。下落不明人陈海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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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海华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海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海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胡根余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胡清香死亡一案，经查：
胡清香，女，1978年12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仰科郑村8
组。于2012年1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胡清香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薛彩芹申请宣告杨振午失踪一案，于2018年1月1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8年4月24日依法作出禹州
市人民法院（2018）豫1081民特17号判决书，宣告杨振午失踪，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禹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全胜、李淑苹申请宣告高忠林死亡一案，于2017年
4月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8年4月12日依法
作出（2017）鲁0682民特5号判决书，宣告高忠林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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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开放更需加强知产保护

统计数据显示，到 2017 年底，我
国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35.6万件，已成
为《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国际专利申
请的第二大来源国。在我国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发展格局下，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将为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优
化市场环境，推进国际合作筑牢制度根
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带动科技创
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随着著作、专利
和商标权人的大量涌现，中国科技创新
由跟跑为主转向一些领域的并跑和领
跑，一大批科技创新企业异军突起。目
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专利法的第四次
修改，积极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今后，侵犯知识产权者将付出更加沉重
的代价。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优化市场环
境。知识产权被视为战略性资源，只有
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
才能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进一步扩
大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实施更加严格的
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外企业发展的共同
要求。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扩大交流合
作。创新不能故步自封，交流与合作才
能碰撞出更多创新的火花。中国政府鼓
励在知识产权保护前提下的交流合作。
未来，我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中外创新者提
供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人类创新的福
祉惠及世界人民。

——张 泉

未戴安全帽，受伤少赔偿

在施工现场受伤的农民工曹师傅
将福建连城某装潢公司告到法院，要
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
计 12.5 万余元。近日，福建省连城县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由于事发
时没有戴安全帽，曹师傅对自己受伤
也要负责，法庭判决被告某装潢公司
承担70%的赔偿责任，曹师傅获赔8.75
万元。

在曹师傅看来，是被告公司的施
工人员操作不当，导致混凝土砖块从脚
手架上掉下砸伤自己，被告理应全额赔
偿。然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曹师傅
未戴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违反了建筑
工程人员安全施工的法律规定，存在一
定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法
庭在逐项审核赔偿费用后作出了前述判
决。

“未戴安全帽，赔偿打七折”看似
不近人情，实则符合法律规定，体现
了权责对等原则。

现在，许多企业都十分重视安全
生产教育。尽管大家都知道安全帽可
以有效保护头部安全，避免或减轻高
处落物冲击力的伤害，但不少人都心
存侥幸，觉得事故哪那么容易就发生
到自己身上。

一次赔偿胜过千次空洞说教。要
通过以案说法，让工人们认识到遵守
安全规范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诸
如不戴安全帽等违规行为，虽然能逞
一时之快，却有可能带来“流血又流
泪”的严重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使
其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作业
规定，减少和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张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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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被责令补植复绿的被告

人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缓刑考察期间，
安吉法院还与社区矫正机构做好对
接，对每一个罪犯的复绿情况跟进督
促，建立跟踪档案，以撤销缓刑为督
促手段，对未按要求补植复绿的行为
人坚决收监执行原判刑罚，确保《涉
林刑事案件补植复绿实施细则》落实
到位。

成立“两山”法庭 加强司法
便民利民工作

2017 年 11 月 16 日，细雨霏霏，
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委会，安
吉法院“两山”巡回法庭正式挂牌成
立。

在“两山”理论的诞生地——余
村成立“两山”巡回法庭，有着特别
的意义。余村是“两山”理论发源
地、诞生地，为进一步深化“两山”
司法实践，安吉法院出台《关于在余
村设立“两山”巡回法庭的实施意
见》《关于助推余村创建“无讼无访
村”的实施意见》，决定在余村设立

“两山”巡回法庭。
“‘两山’巡回法庭设立后，要不

断拓展巡回法庭审判职能，坚持司
法为民，加强司法便民利民工作，进
一步完善审判组织、形式以及机制，
争取为‘两山’司法实践作出更大的
贡献。”在揭牌当天，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赵年国表示。

“‘两山’巡回法庭的设立，将大大
便于村里矛盾纠纷的化解，提升村民
的法治意识。”余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俞
小平说，“我们有信心依法依规维护村
民合法权益，带动村民增强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用法的意
识，让余村成为‘村强民富景美人
和’的美丽乡村。”

据了解，“两山”巡回法庭设立
以来，已经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120
余次，就地化解纠纷 30 余件，引导
进入诉讼程序仅5件。

安吉法院院长沈芳君表示，安
吉法院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持“护美绿水青山、彰显
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
司法职能作用，创新司法方式方
法，为“两山”理论和司法实践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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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改革和办案方式的创新，

既实现了简案快办，又减轻了当事人
诉累，让当事人和法院双赢。”立案庭
副庭长龚连娣说。“但案件快办的前提
是案件质量不打折扣。”

2017年6月，广州中院印发《关于
做好示范诉讼改革的意见》，要求做好
系列性或群体性民事案件的审判工
作，选取个别或少数案件先行判决，
利用“首案”的指导、示范作用，提
高同类型案件的审判质效。

同时，广州中院还充分发挥专业
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
验、统一裁判标准的作用，在完善类
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
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
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法律适用统
一。

哪个环节能最大限度地节约办案
时间，广州中院就将改革指向哪里。

统筹好审判辅助事务也是实现简
案快办的优化核心。2018年1月，广州
中院与广州市司法局签署 《关于开展
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
工作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将调解、送
达、保全、取证以及执行中的辅助事

务等交由公证机构办理。同时，引入社
会服务集约化处理审判辅助事务，使卷
宗扫描、送达、信息录入、排期开庭、
文书上网等事务从审判中剥离出来，让
辅助人员真正地辅助法官办案。

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同样是优
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2017年8月，
广州两级法院在广东省率先全面推行律
师调查令制度，化解取证难，提高律师
对事实的查证力度，减轻法庭负担。目
前已发出调查令1147份。

向改革要时间还体现在法律文书
上。广州法院在简案中，广泛使用令状
式、要素式等文书，简化事实陈述和说
理，减少了撰写文书时间，当庭宣判的刑
事速裁案件基本实现当庭送达判决书。

用足科技力量，伸长“驱牛鞭”

2017年12月27日下午，某电子商
务公司和某酒店合同纠纷上诉案在广州
中院开庭在即，法庭内书记员和上诉人
早已就座，被上诉人却迟迟未出现，席
位上却多出一块显示屏。

法官就位后，显示屏随即闪现出被
上诉人代理律师陈某的画面。远在杭州
的陈律师使用“广州微法院”在线开庭

功能，通过微信小程序人脸识别技术进
行实名验证，在线参加诉讼。

把庭审从法庭延伸到网上和掌上，
这全赖于“广州微法院”建设。其集成
公众服务、微诉讼、微执行和案件管理
四大核心模块 19 项诉讼功能，为当事
人提供便捷诉讼服务，分流审判事务性
工作。

据广州中院科技与信息处负责人林
武坛介绍，广州法院加强智慧法院建
设，以助力审判为导向，向问题处发
力，用足科技力量，不断伸长“驱牛
鞭”，为繁简分流案件的省力提速提供
支持。

2017年3月，广州中院引入语音识
别引擎技术，推行庭审记录方式改革，
实现了简案庭审语音同步转化为文字，
同步生成庭审笔录，使庭审时间缩短
30%。同年广州法院还完成对284个科
技法庭高清数字化改造工作，实现对法
庭的集中管理、统一调配、智能排期，
并全部支持庭审网络直播和“三同步”
记录。同时，建成 14 套远程视频开庭
系统，可远程提讯、开庭、作证，极大
地减少了提押被告人在途时间。越秀法
院通过该系统，一个刑事速裁法庭每天
开庭案件从8件大幅提升至20件。

据了解，广州法院近年来还稳步
推进诉讼档案电子化及深度应用工
作。实行案件材料电子移送方案，通
过移送条码扫描跟踪，实时掌握案件
卷宗动向，缩短案件移送时间。法官
可通过法官通、审判系统等多种途
径，实现无纸化办案，可以利用碎片
化时间同时阅卷、远程合议等，节省
办案时间。同时，电子卷宗的深度应
用，可以为法官撰写裁判文书提供案
件要素和结构化文本基础，提高办案
效率。

在诉讼档案电子化的基础上，借
助计算机辅助裁判技术，对醉酒驾
驶、劳动争议等法律关系相对简单、
裁量尺度相对固定的案件进行类案识
别和推送。建立广州法院“律例注
疏”法律知识库，设置争议焦点索
引，法官审理案件、撰写裁判文书
时，系统自动识别争议焦点并向法官
推送相关法律法规、同类案件和说理
段落。

“繁简分流绝不是简单的案件分
拣，涉及诉讼各个环节，需要方方面
面的配合，科技应用随着问题走，扫
除制约因素，打通关节，才能形成推
进合力。”王勇强调。

司法护美绿水青山

⇨⇨上接第一版
通过督导检查，要切实强化上级

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职责，实
现四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
一协调。要突出实战，最高人民法院
执行局不仅要充分运用信息化系统制
定好“作战图”，还要挂图作战，切
实加强对全国各地法院执行工作的动
态实时监控；要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强
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
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业成于勤而废于疏。执行难，一
果多因；解决执行难，牵一发而动全
身，没有超人的耐心、毅力和持续的作
战斗志是难以成功的。各地法院领导
一定要清醒认识如期打赢“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场硬仗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
作为、主动作为，不断强化督导检查，
切实推动规范作为，进一步提高队伍
的执行能力和水平，坚决如期打赢“基
本解决执行难”决胜仗。

督导检查看进展
狠抓落实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