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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拖拉杆箱跑检察院 如今足不出户
上海检方试行律师网上阅卷获好评
□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胡蝶飞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试点律师通过 “12309 中国检察网” 网上阅卷已近 2 周， 第一批 “吃螃蟹” 的律师们都有哪些 “用户体验”？ 日前记者从本
市多个基层院了解到，

“神速”

“被尊重”

“服务贴心”， 是律师们表述最多的关键词。 从刚接触有些陌生的系统， 律师就能得到检方专职接待员的耐

心引导； 成功递交申请后， 审核程序也运转高效， 电子卷宗从审批到下载都可用 “神速” 来形容； 回顾近年来上海检方不断以新理念新技术优化律师执
业环境， 大家都感到检察机关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真诚尊重、 真心支持”。 而上海检察机关则表示， 技术赋能不仅提升了律师执业的效

率， 也能落实电子卷宗数据安全的保障， 最大程度保障好律师的合法权益、 执业权利， 增进检律间相互信任， 有利于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新的流程比较陌生

从在线申请到在线阅卷，不到 1 个工作日

“听说现在律师可以网上阅卷， 我能申
请吗？” 3 月 9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律
师互联网阅卷试点工作， 并选取包括上海在
内的 3 地作为试点省市。 启动试点次日下
午， 身处松江区的夏律师就向青浦区人民检
察院致电， 并得到了律师专职接待员详细的
指引服务。 3 月 11 日上午， 夏律师按照网
上阅卷流程， 很快就收到了检察机关传来的
网上卷宗， 足不出户就完成了该院办理的一
起刑事案件阅卷工作。
作为全市第一批“吃螃蟹” 的律师， 夏
律师忍不住为这项全新的检察便民措施点
赞： “
作为第一批体验 12309 中国检察网试

行网上阅卷的律师， 我在整个体验过程中感
觉这个系统操作起来非常便捷， 节省了去现
场阅卷的时间， 为今后律师阅卷工作提供了
很好的平台和便利。”
同时， 还有多名身处外省市的律师对这
项工作表示满意： “以前外地阅卷要跑很多
次， 很麻烦， 没想到现在能这么快就完成阅
卷！ 感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能够耐心地引导
和及时沟通。”
据介绍， 该系统搭建在“12309 中国检
察网” 上， 具有在线身份核验、 阅卷申请、
阅卷办理、 信息推送、 卷宗下载等多种功
能。 当律师需要互联网阅卷， 只需要登录网

站， 通过“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 微信小
程序， 完成律师身份核验， 提交相关材料，
即可申请网上阅卷。 等待检察人员审核通过
后， 会及时通过互联网将电子卷宗提供给律
师， 并同步向律师发送告知短信， 告知电子
卷宗的下载密钥、 文档密码等信息， 实现律
师网上阅卷全过程信息及时可知。
青浦检察院表示， 下一步还将认真做好
审核工作， 对于符合条件的律师申请， 确保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电子卷宗推送工作。 同时
采取严密的系统加密防护措施， 保障电子卷
宗的数据安全， 将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工作进一步落地、 落细、 落实。

她曾拖拉杆箱去阅卷，而今她说“神速+?福”
3 月 9 日， 方律师从媒体上获悉检察机
关律师互联网阅卷试点工作启动， 上海作为
试点城市之一。 作为已通过“12309 中国检
察网” 身份核验的律师， 3 月 11 日中午，
她通过系统跟踪到自己代理的一起走私毒品
案件已移送至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可申请阅卷， 便开启“在线申请” 模式“一
试究竟”。
很快， 在通过检方迅速而认真的审核程
序 后 ， 方 律 师 收 到 了 短 信 通 知 ： “您 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 15 点 08 分提交的在线阅
卷申请已审批同意……” 这让坐在办公桌前
的她忍不住直呼“神速”！
“还记得 6 年前我第一次接案后， 到现
场阅卷时， 有 6 本厚厚的卷宗， 光摘抄就几
十页， 还复印了厚厚 3 沓材料抱着回去。”
回忆起 6 年前独立接案后的第一次阅卷场
景， 方律师不免感概。 “有时代理的案件特
别复杂， 我还拖个拉杆箱去。”
事实上， 早在 2016 年上海检察机关就
启动了电子阅卷、 光盘刻录一站式服务。 律
师提前在网上预约后， 到现场阅卷时可通过
光盘获取材料， 大大减少等待、 复印等环
节。 “
从大量复印稿到一盘在手， 光盘还免
费， 当时已经感觉很幸福了。”
然而对比来自上千公里开外的外地律
师， “
有些远的地方光来回就 3 天， 交通食
宿开销不小！” 方律师指出。 常年接待阅卷
律师的检察干警狄菲菲也感同身受： “
有些
外地过来的律师， 一下火车就赶来， 一阅完
卷， 立即赶回， 舟车劳顿、 风尘仆仆。”
方律师认为， 异地阅卷的开展是检察机
关便民服务的一大亮点。 “从申请到阅卷，

检察机关设有律师专职接待员服务审核律师网上阅卷

才几个小时， 太神速了！” 方律师算了一笔
“时间账” —之前通过网上预约，
——
隔天现
场阅卷， 律所距离检察院 20 公里， 上门 1
次， 来回车程 2 小时， 时间成本缩减很多。
“
而今， 哪怕是外地的案子， 都可以足
不出户， 连车钱也省了。” 除了“时间账”，
还有“
经济账” “
体力账” 可算， 阅卷成本
在大幅下降， 但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这些都
源于检察服务质效的提速。 方律师表示， 近
年来检察机关始终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律师
执业权益， 实实在在地以新理念新技术充分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
业共同体， 真诚尊重、 真心支持。 “
见面次
数减为 0， 信任度却增为满分。” 方律师坦
言， 检察机关为努力构建“
各司其职、 相互
尊重、 相向而行、 良性互动” 的新型检律关

检方供图

系， 又迈出了真诚而坚实的一步。
杨浦检方表示， 依托人脸识别、 数据管
理等技术， 相较于过去传统的阅卷方式，
阅卷从现场人证核验转变为线上人脸核验；
从现场实体阅卷转变为在线电子阅卷。 这样
的变化不仅节省了律师远距离奔波阅卷的时
间，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律师接待工作效率。
而技术的支撑， 也是确保电子卷宗数据安
全， 落实保密要求的关键， 通过采取严密的
系统加密防护措施， 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从
一摞卷到一张盘， 再到一键查； 从“现场阅
卷” 到“异地阅卷”， 再到“网上阅卷”； 从
“可能跑几次”， 到“最多跑一次”， 再到
“一次也不用跑”， 律师互联网阅卷系统的开
通， 让技术多跑路， 让律师不跑腿， 充分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

但检方跨前服务很贴心

作为律师互联网阅卷试点单位之一， 虹口
区人民检察院也于日前开启律师在线阅卷的审
核与支持工作， 在信息化保障、 积极互动沟通
中助力律师在线阅卷， 足不出户实现“
阅卷零
距离”。
得知可以“
在线阅卷” 后， 贾献伟律师第
一时间向虹口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检察官进
行咨询， 想申请张某某盗窃案的律师在线阅
卷。
3 月 12 日， 坐在办公室前的贾律师， 抱
着试一试的心情， 登录了“12309 中国检察
网”， 通过“中国律师身份核验” 微信小程序，
完成了律师身份核验， 并提交上传了委托书和
律所证明， 及时申请了案件绑定。
“您的案件绑定申请审核通过……” 收到
短信回复后贾律师马上再次打开“12309 平
台” 一键申请“在线阅卷”， 并根据短信告知
的下载密钥， 进入下载页面， 顺利获取了电子
卷宗； 根据文档密码， 即刻打开了卷宗文档，
足不出户完成了整个阅卷。
这也是虹口检察院接到的首件律师阅卷申
请审核。
在案件管理部门干警的远程协助与配合
下， 贾律师足不出户， 完成了虹口首例律师互
联网阅卷。
为保障律师顺利进行“在线阅卷”， 虹口
检察院积极参加互联网阅卷系统操作培训， 在
试运行阶段， 电话逐案核查申请在线阅卷落
实情况， 以信息化助力提升律师执业权利保
障效率， 积极互动稳步推进互联网阅卷试点
工作。
对律师而言， 新的阅卷流程和步骤相对陌
生， 为帮助律师熟练掌握阅卷流程， 检察干警
主动靠前， 在审核网上申请工作中， 对不符合
要求的， 积极与律师电话沟通， 引导律师网上
操作； 对已推送的案卷， 逐件与申请人一一核
实； 发现阅卷存在困难和问题的， 主动与律
师、 信息化部门沟通， 共同查找原因， 提升律
师阅卷体验。
“网上阅卷不仅有效地节省了律师的时间
成本， 无论是在下载速度还是在保密性方面都
做得相当好， 更主要体现了检察机关对法律职
业共同体的真诚尊重和真心信任。” 有律师表
示。
检察官表示， 检察机关通过信息化手段最
大程度地保障好律师的合法权益、 执业权利，
律师阅卷由从“
最多跑一次” 转变为“
一次也
不用跑”， 不仅增进了检律之间的相互信任，
更有利于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