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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9 月 14 日至 18 日，河北、江苏、河南、湖北、广东 5 个代表团的 31 位全国人大代表来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南京海事法院、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泰兴市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就

江苏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智慧法院建设和家事审判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代表江苏行，领略司法为民的初心
本刊特稿 □ 本报记者 万紫千 本报见习记者 莫小雪 文/图

■“一站到底”，感受江苏
特色的多元解纷

走进江苏高院，代表们视察了
诉讼服务中心，察看了立案诉讼服
务区、材料收发扫描中心和邮政快
递送达中心、多元解纷区以及自助
服务区的基本情况。

代表们了解到，自 2019 年江苏
法院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
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诉讼服务中
心转型升级以来，江苏省 95%的法
院实现了民事一审案件总量、增幅

“双下降”。
“江苏法院的成绩让人振奋，各

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全国人
大代表、河北省曲周县清宾出租车
公司爱心车队队长张青彬评价道，

“近年来，江苏法院通过加强队伍建
设，建立了诉讼服务中心、聘请了纠
纷调解员，实现了案件总数下降。”

“江苏法院‘一站式建设’做得
特别好，老百姓可以一站式解决问
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广水市
十里街道办事处观音村党支部书记
熊永俊对记者说，希望江苏法院继
续发扬、继续保持、继续创新，将来
做到更好。

第一次走进法院，全国人大代
表、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刘自明说：“就像回到
了自己的家。”他认为，江苏法院“一
站式建设”是一项为民办实事工程，
各地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处处
体现出温馨和亲民，有效拉近了法
院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河
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南王庄李素环瓜
果合作社社长李素环对此感触颇
深：“‘亲切感’是江苏法院给我最深
的印象，老百姓在等待的时候可以
看宣传片，可以喝水休息，和在自己
家里没有什么区别。进出法院没有
压力，这样也有助于化解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不仅依赖
于法院终局裁判，更有赖于诉源治
理这剂“良方”。全国人大代表、广
东省普宁市水果蔬菜局党组成员佘
丹青表示：“加强诉前调解，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大幅度减少诉讼案件
的数量，江苏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

“江苏法院的‘一站式建设’让
人眼前一亮。”全国人大代表、东风
汽车公司技术中心主任谈民强说
道，“听了人民调解员的现身说法，
纠纷能在诉前得到调解，这充分体
现了‘智能精准、高效便民’的工作
理念。”

全国人大代表、徐州医科大学
原校长郑葵阳表示，“一站式建设”
最直接的目的是便民、为民、利民。
江苏法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理念，在“一站式建设”的工
作品牌与质量提升方面成效明显，

“作为一名江苏的代表，我从内心深
处感到自豪”。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教授
牛书成认为江苏法院的各项工作走
在全国前列，扬州市特别是江都区
的一站式调解工作优点明显，具体
表现在方便、快捷、有效，不断拉近
了法院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距离，值
得总结、值得推广、值得学习。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守
护碧水蓝天净土

来到南京环境资源法庭，代表
们观看了江苏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宣
传片《践行“两山”理念 护航美丽江
苏》，全面了解江苏环境司法改革的
发展历程和成效，尤其是江苏环境
资源审判“9+1”机制改革的背景和
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李时珍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夏恒建表示，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立足江苏的生态
条件，创造了“9+1”审判模式，体现
了江苏法院守护“碧水蓝天净土”的

决心，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
了有效的绿色司法保障。

“对环境资源法庭的‘9+1’审判机
制，印象深刻。”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河南
省委副主委马玉霞说，“江苏法院服务当
地，加强生态保护，希望法院可以加强宣
传，让更多人理解法院，支持法院的工
作。”

为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的能力水平，江苏高院与南京长江
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共建研究
修复基地，代表们实地考察了长江新济
洲滨江岸线以及生态湿地改造建设情
况。

“在新济洲我们看到了新旧的对比、
绿色的修复，环境保护也是我们刻不容
缓的百年大计。”全国人大代表、洛阳市
文联副主席王绣感叹道。

在南通中院，代表们观摩了一起涉
长江禁渔非法捕捞刑事案件的庭审，大
家对南通法院建立“十年禁渔”司法保护
常态化机制，通过开展集审判、协作、宣
传于一体的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自觉
参与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做法
表示高度肯定。

“事关人民生计的案件，法院包容判
决，这个做法很合适，也值得推广与借
鉴。”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广东省委会
副主委李秉记认为，涉长江禁渔非法捕

捞刑事案件的审理，让司法有力度也更
有温度。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江门市交通
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冯玉宝表
示，一路走来，看了江苏各级法院的软件
硬件建设，也旁听了长江禁捕庭审，感受
了环境保护的成果，体现了江苏法院勇
于担当的精神，为他们点赞。

“人民法院加大环境保护的普法力
度，图文并茂地进行宣教。”全国人大代
表、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办
副主任李先兰建议将环境保护的典型案
例共享给环保部门，形成环保教育材料，
更好地促进环境保护。

■科技赋能，智慧法院让公平
正义不停摆

在南通，代表们前往南通市看守所，
视察南通中院驻所支云科技法庭。近年
来，南通中院深入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
能力现代化、信息化，借助智慧法院这把
钥匙，开启了“五位一体”的智慧法院南
通新模式。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刑事审判带来
的“阻滞”危机，南通中院自主研发支云
庭审系统，并立足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
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在全国首创以防爆
玻璃全封闭隔断审判区与被告人区的南

通法院驻所支云科技法庭，满足“全程无
接触”的疫情防控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韶关市雅鲁
环保实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潘丽梅
认为，江苏法院在智能化建设方面下了
大量功夫，很多诉讼调解和案件审理都
直接在线上进行，值得推广借鉴。

“各级法院利用大数据智慧化平台，
积极开展在线诉讼，隔空立案，远程调
解，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全国
人大代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机电车间船舶钳工马加友对智慧法院
印象深刻，他希望各级法院能完善功能，
激发潜力，充分运用高科技，高效维护公
平公正。

“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智能化、便捷
化。疫情期间，人民法院最大程度地利
用现有科技手段，实现庭审直播、人脸识
别系统互联互通，保障疫情期间司法‘不
打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唐山市民
政事业服务中心主任杨震生为智慧法院
点赞。

“江苏法院在智慧法院建设方面取
得了非常好的成效，高科技手段在司法
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铁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钱春阳
这样说道。

全国人大代表、洛阳市栾川县潭头

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表示，
江苏法院司法创新做得非常好，法院
通过高科技智能系统，实现线上开庭，
让庭审不受“阻滞”，这个在全国乃至
世界都是比较先进的。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靖江市新
桥镇德胜中心村党委书记杨恒俊认
为，江苏的智慧法院建设充分体现了
江苏法院人的创新意识、担当意识和
超前意识，相信在普法教育特别是民
法典的宣传过程中，智慧法院也必将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代表们对智慧法院和“支云”系统
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支在云端，互联庭
审”为全国法院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家事法庭，化解清官难断
的家务事

在崇川区法院家事法庭，代表们视
察了家事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以及调解
区、审判区，并详细了解法庭的人员结
构、收案范围、诉前调解以及诉讼与非
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对接等工作情况。

代表们对崇川区法院家事法庭推
进家事审判改革、深化家事纠纷多元
化解、开展家事纠纷繁简分流等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

“江苏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多

元化解家庭矛盾，让人民群众有
温暖。”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回回寨村
党总支书记郭红旗这样说道。

“我是教育工作者，许多单亲
家庭的子女存在自卑、叛逆等多
种心理问题。法院通过家长课堂
让离婚阶段的父母认识到需要多
与孩子交流，弥补爱和缺失，帮助
孩子成长。”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省张家口市第一中学教师尤立增
觉得很有必要推广崇川家事法庭
的家长学校的做法。

“爱心、真心、暖心、热心和责
任心”，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东莞
巴士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余
雪琴用“五心”评价家事法庭。全
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梅县柳林乡
老铺村党支部书记陈燎原认为，家
事法庭非常人性化，将“原告”“被
告”的介绍牌替换成“父母”“子
女”，有意营造让诉讼双方回心转
意的氛围，有利于司法调解。

“无论是一站式调解的举措，
还是家事法庭、巡回审判工作，江
苏法院都主动出击，体现了司法
为民的初心。”全国人大代表、湖
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桐岭村
党支部书记赵锡伟建议对江苏法
院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推广。

■巡回审判“接地气”，司
法为民“零距离”

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
庭，代表们参观了第三巡回法庭庭
史馆，观看了工作纪实宣传片，对
巡回法庭远程跨域立案、就地解决
纠纷、推进类案同判、司法公信建
设等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
的管辖区域是什么？巡回法庭审
理的案件范围？巡回法庭的意义
是什么？第三巡回法庭副庭长刘
雅玲为代表们解答了这一连串的
问题。

“我们走进第三巡回法庭，进
一步了解了人民法院工作，第三巡
回法庭为审理辖区内重大跨区案
件、疑难复杂案件作出了重大贡
献。”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湛江供电局 110KV雷高
巡维中心副站长吴翔这样说。

“2019 年受理的案件数占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受 理 案 件 数 的
11.93%，占最高人民法院结案数的
12.54%，今年 1至 6月三巡法庭审
结案件数占最高人民法院审结案
件数的12.37%。”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永煤集团龙宇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车集煤矿机电一队主副井电工
班班长游弋认为，巡回审判制度提
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唐山市人民
医院院长张静表示，最高人民法
院的巡回法庭建设是中国司法制
度的创新，实现了重大行政案件
跨区就地审理，方便了当事人开
展诉讼活动，减轻了最高人民法
院的办案压力，保障案件审理更
加公平公正。

“巡回法庭打造接地气的、群
众‘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让
群众充分感受到了身边的公平正
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保康
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党委书记孙开
林期待巡回法庭能做出更突出的
工作实绩。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焦作
市政协副主席霍晓丽认为，最高
人民法院成立巡回法庭，是司法
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审
判机关“重心下移”，更加便民利
民。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承德供
电公司安全总监祁春风认为巡回
法庭下基层有温度，实现了职责
使命，“江苏各级法院认真贯彻最
高人民法院赋予的使命，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也体现了司法温度和
为民情怀。”

◀地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中心，旁听减刑案

件视频庭审，听取法院工作报告。

▲地点：南京海事法院、南京环境资源法庭

内容：参观重点亮点工作展板，了解环境资源保护工作，观

看汇报宣传片。

▶地点：最高

人 民 法 院 第

三巡回法庭

内容：视察

庭史馆、诉讼

服务中心、云

书房。

▶地点：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地点：泰兴市人民

法院

内容：了解人民法

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 视 察 5G
互联网法庭、何建忠调解

工作室。

▲地点：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五位一体”智慧法院新模式建

设，观摩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审。

◀地点：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家事审判机制改革工作。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旁听江苏高院一起减刑案件的视频庭审。 代表们考察扬州市江都公证处司法辅助事务工作站。

媒体聚焦网络时代数字遗产：
微信、支付宝、虚拟币能否继承？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
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在虚拟
空间中的数字信息，备份个人数字财产
的相关讨论屡屡被提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数字遗产如何处
理，这其实是留在网络上的数字资产，所
有权到底归谁的问题。从法律概念上思

考，数据资产的本质应该包括两种权
益，分别是“人格权”和“财产权”。互联
网时代，以个人信息为代表的人格权能
给主体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财产权更
是直接与数据资产相关，因此，相对应
的权利如何继承摆在人们面前。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客户在
支付宝里的钱归客户所有，即便用户
身亡，平台会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一直
为用户代为保管这笔钱及产生的收
益，直到继承人来提取。通过支付宝
购买的余额宝、基金、保险等产品，继
承者都能赎回。

类似的，各平台对于物质财产类

的数字遗产，只要亲属提供身份证、关
系证明、死亡证明、承诺书等，提交给
官方客服，就能依法继承离世者的遗
产。但对于更侧重精神意义的账号信
息，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有专家表示，数字遗产继承中，还
存在立法有待提高、网络服务协议排
除继承权、与隐私权和通信秘密保护
冲突等现实困境，需要为数字遗产制
定合理的继承路径与基本程序，明确
数字遗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以及确定继承人对数字遗产权利的行
使边界，平衡好继承权与隐私权、通信
秘密保护之间的冲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