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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以来， 随着上海疫
情快速蔓延， 多个住宅小区
因防疫需要实行封闭管理，

部分当事人因为疫情防控不
能到庭参加诉讼 ， 不少法
官、 检察官也被隔离在家，

无法到院正常开庭。

疫情防控不能松懈， 司
法服务同样不能停摆， 连日
来， 沪上法院、 检察院的守
“沪 ” 者们 “智慧 ” 上线 ，

充分依托信息化手段， 全力
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用责任
和担当守护着公平正义的最
后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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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庭审、线上执行、“云座谈”……

上海司法服务“疫”刻不停

不仅法院的法官们“各显神通” 在线

办案， 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同样没有停下脚

步。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在办

理一起涉购车贷款的贷款诈骗案件中， 发

现在汽车消费贷款领域， 行业治理和经营

管理已形成一套较成熟的机制， 但仍存在

一些可能损害金融机构权益的法律风险

点。 为了更好地推动行业治理， 第七检察

部原定于 3 月 10 日去涉案汽车金融公司

走访， 了解企业经营和行业发展情况。

突如其来的新一轮疫情， 叫停了检察

官的脚步： 公司方主要参会人员和承办检

察官均因为疫情防控要求执行居家或封闭

管控措施。 但检察工作的进度不能停滞，

经过协调， 在原定的 3 月 10 日， 该院副检

察长逄政带领办案人员和汽车金融公司的法

务负责人、 公司律师一起召开了在线会议。

会上， 企业围绕检察机关事前开具的“提

纲”， 介绍了汽车贷款业务的基本经营情况

和风控、 法务工作机制与流程， 双方就汽车

消费贷款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坦诚交换了意

见， 检察官立足优化金融行业营商环境的职

能， 从法律风险防控角度对贷款业务流程的

优化和技术手段的更新提出了建议， 得到企

业高度认同。 企业表示， 对于自身不足， 将

在今后的经营中进行整改、 完善， 并发挥行

业标杆企业应有的作用， 配合检察机关共同

推动行业治理。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率先在全市法院探索开展“云立案”“云庭审”

等便民举措，赢得了当事人的一致点赞。当时为

开展线上庭审“打样” 的是自贸区法庭副庭长

徐慧莉在线成功调解的一起涉外商事纠纷。

近日，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又

有一道难题摆在了徐法官面前———在两起涉

330 万只 KN95 口罩的买卖合同纠纷中， 原告

称其将被告供货的口罩出口国外后， 海外客户

认为这些口罩的过滤率不达标， 原告遂起诉要

求退货。 被告却坚称产品质量符合约定。 因

此， 原告申请对口罩过滤率进行司法鉴定。

然而， 涉案口罩的保质期只剩短短 20 天。

如果不及时委托鉴定， 一旦口罩过了保质期，

鉴定结论将不再具备参考价值。

在鉴定程序启动前还有一个必经程序， 就

是要确定原告提供的客户退货产品， 确由被告

供货。 但目前除原告一名代理律师外， 两案被

告的代理律师均在外地， 受疫情阻隔无法来

沪。

这一次， 自贸区法庭再次亮出妙招———借

力“异步审理” “高科技”。

所谓“异步审理” 是一种法官与诉讼参与

人以非同步方式在线完成诉讼的审理模式， 不

仅可以打破时空限制， 将各方观点随案生成笔

录等诉讼文书， 还能即时生成和传输照片、 视

频等文件。 当事人亦能随时、 随地、 多次缩

放、 播放、 回放， 因而在证据交换等程序中具

有显著优势。

3 月 18 日上午， 身处上海、 宁波、 昆山

三地的原、 被告律师以异步审理程序参与听

证。 最终， 在法庭的在线主持下， 当场查勘外

包装、 比对提单和空运单开箱核对各项产品信

息， 并即时上传照片和视频， 由两被告反复核

验。 经法院审查， 目前两案司法鉴定的条件已

经具备。 当天下午， 徐法官第一时间将鉴定材

料移交相关部门。 这意味着本案鉴定程序已顺

利启动。

当事人、 代理律师居家， 法官可以通过在

线审理的方式化解时空不一致的困境， 但如若

法官自己也被隔离在家呢？

“审判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法官不可能完全

成为‘SOHO 族’， 网络办案也不可能完全取

代线下办案， 但网络办案无疑提供了一种非常

重要的补充。”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

庭三级高级法官宁博在自家小区被封控， 转入

居家网络阅卷后， 发出这样的感言。

“那么多案子压在那， 审限在不停地走，

当事人急着等结果……但此时此刻， 我手上没

有片纸卷宗， 也连不上办公网， 怎么办？” 在

几年前， 这恐怕是个让法官们无解的问题， 但

是随着这几年无纸化、 网络化办案方式的探

索， 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解决方案。 此前， 上海

一中院推广过全流程网上办案， 其中包括了卷

宗单套制归档。 宁博让能够正常上班的同事帮

忙， 将他需要在内网阅看的案件卷宗同步至

“上海法院” APP， 实现手机阅卷。 “只要能

够阅看卷宗， 结案进程就能够继续推动。” 宁

博表示。

事实上， 不仅可以居家阅看卷宗， 在法官

居家不能到庭的情况下， 通过在线的方式同样

可以开庭审理案件。 金山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

庭沈亚岚法官就在居家隔离的情况下， 通过在

线开庭的方式审理了一起案件。

被告山东某公司陆续向原告上海某公司采

购货物共计 374 万余元。 然而， 截至起诉时，

原告认为被告尚欠付货款 49 万余元， 遂向金

山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偿还所欠货款。

被告公司位于山东省， 因为疫情短期内难

以来沪， 若审理周期因疫情延长则会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 沈法官决定采取居家在线开庭的方

式解决诉争。

但居家开庭不同于法院线上开庭， 手中没

有案卷材料， 法官和当事人都难以核实证据原

件， 如何让当事人对涉案证据进行有效举证质

证也十分关键。

为此， 法官、 书记员、 技术人员做足了庭

前准备。 沈法官提前耐心细致地引导双方先行

一一核对手中的证据。 同时， 引导原被告双方

组建微信群， 通过线上方式对往来账目逐一核

对， 将原本争议的欠款数额逐步厘清， 最终形

成双方均认可的欠付货款金额。

庭审前， 沈法官在线调取案卷材料和当事

人信息， 进行案件的梳理分析， 也分别引导诉

讼双方当事人通过 12368在线服务系统阅看相

应的诉讼材料， 确保当事人做好充足的准备。

庭审中， 由于居家审理的特殊性， 沈法官

还特意放慢了审理节奏， 以便于在异地参加案

件审理的书记员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审理过

程。 最终， 案件开庭审理顺利结束， 原被告双

方经过法庭对事实的梳理， 形成了初步的调解

方案。

“叮铃铃……叮铃铃……”， 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 在上海金融法院执行局钟

明法官办公室内响了起来。

“请问现在法院还能正常接待吗？ 我

们公司的基本账户被法院冻结了， 无法缴

纳税款， 没法给租户开发票收租金了， 再

这样下去商场就得关门倒闭了……” 电话

那头， 一起金融借款合同案件的被执行人

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某实业

公司”） 代理人声音显得焦灼万分。 “能

不能够允许我们从基本账户中支取一部分

资金向税务机关交税？” 某实业公司代理

人向法官提出申请。

为保证国家税收和被执行人正常生产

经营， 应当允许被执行人缴纳税金， 但是

否可以从法院冻结的账户中支取， 需要慎

之又慎。 贸然解除对账户的冻结， 被执行

人将全部案款转移怎么办？ 若从账户中将

需要交税的案款直接发放给被执行人， 又

如何保证被执行人不会将这笔钱另作他

用？

为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

好能将当事人双方聚到一起充分发表意

见。 但当前上海疫情形势严峻， 双方代理

人都被封控， 钟明法官决定采用在线系统

组织双方谈话， 双方均同意采用。

电话拨通的第二天上午， 在技术人

员庭前的充分准备下， 法官、 申请执行

人、 被执行人三方如约实现了“隔空”

会面。

隔着屏幕， 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意

见。 综合双方的意见， 钟明法官提出由法

院对涉案账户内存款进行扣划， 金额以支付

所欠的税金为限， 扣划的钱款由法院直接支

付给税务机关。 一来， 可以确保税金及时缴

纳； 二来， 也打消了申请执行人顾虑。 在钟

明法官的推动下， 双方最终一致同意采用该

方案。

执行也能线上办，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

奉贤区人民法院， 在执行法官的远程主持

下， 被执行人足不出户履行生效判决。 日

前， 一位焦急的被执行人给奉贤法院执行局

胡双法官打来电话： “法官， 我账户被冻

了， 账户绑定了孩子学费缴纳系统， 现在孩

子学费交不了， 我现在还在家隔离。 欠申请

执行人的那笔钱， 我正在想办法。 请问法官

能否约谈双方， 以便我和对方谈一下还款方

案啊？”

原来， 这起借款纠纷执行案件立案后，

法院即按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的地址， 向被执

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然而被执行人刚搬了

家， 未能收到执行通知书， 也未及时履行义

务。 如今申请人在江苏， 被执行人在沪居家

隔离。 眼看孩子学费交不了， 被执行人焦急

万分。

胡双想到了“一案一群”。 在双方都无

法来院的情况下， 通过上海人民法院在线服

务平台的“一案一群”， 把法庭“搬到” 微

信群里。 当日上午十点， 双方当事人进入该

执行案件专属的“一案一群”。 经过胡双法

官的沟通协调， 半小时后， 申请执行人同意

先解除对被执行人账户的冻结以便被执行人

为子女缴纳学费， 被执行人也承诺在一周内

还清剩余欠款。

代理律师疫情阻隔无法来沪？ 异步审理显神力

法官隔离在家如何办案？ 居家在线也能开庭

“线上”执行“疫”刻不停 足不出户履行判决

检察工作不停滞 “云座谈”堵住行业漏洞

浦东法院异步审理案件

金融法院在线庭审 通讯员 陈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