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大特点
易诉平台以互联网+思维运

用，大力倡导和推行一体化、智能
化、电子诉讼新形态，为诉讼主体
提供网络化、全流程、协同化、一站
式服务。

1、诉讼服务无差别化

易诉平台服务与人民法院诉
讼窗口功能全面一致，享受实体法
院柜台无差别的司法诉讼服务。
当事人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平
台，不受地理、交通、空间区域等条
件限制，减少排队之苦、等候之累。

2、应用操作便捷化

易诉平台无缝对
接人民法院办案系
统，在确保数据安全
的情况下，建立内、外

网互联通道，实现当事人
与法官的双向互动、全面联动的电子
诉讼服务。平台采用开放式设计，并
与易解等平台相衔接，当事人自主登
录自行选择调解、网上立案等各项功
能模块，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网上
立案后，案件信息即时同步生成，实
时流转至法院内网工作平台交由法
官办理，当事人再也无须奔波劳顿往
返法院打官司。

3、业务办理协同化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
的深入，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的应用，内外系统互联
互通，包括网上缴费、网

上阅卷、视频开庭、网上证据交
换、网上电子签章、文书送达、远
程案款发放等各项方便当事人参
与诉讼的功能全面应用于易诉平
台，专有的视频、图像、文字同频
交互记录，支持三方以上的网上
实时视频庭审，证据材料和质证
信息自动同步，当事人、代理人、
法官分别在外网、专网三维立体
空间的无感知协同办理，使当事
人诉讼服务体验度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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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电子签收

据试点的南岸区法院办案法
官介绍，除了法官、原告、被告异
地而处，互联网诉讼流程跟普通
庭审流程并无区别，宣布审判、证
据展示、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
后陈述、笔录签收等庭审流程各
环节全部照常举行。

不同的是，参与各方凭一根
网线、一台带摄像功能的电脑，借
助易诉平台实现网络诉讼。

办案法官介绍，正式的网络
庭审也会全程录音录像，法官会
宣读法庭纪律，当事人所有行为
都应遵守相应法律，以保证正常
的法庭秩序。

在庭审同时，双方当事人还
会实时看到书记员记录下的法律
文书。庭审完毕确认无异议后，
可以电子签字，庭审法律文书生
成并生效。

当事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签
收法律文书，包括全国法院12368
手机短信签收、易诉平台网站端
用户名和密码查看签收、诉讼服
务一体机终端文书查阅签收。

当事人确认签收后，送达回证
自动生成并回传至法院专网案件管
理系统，提高司法文书送达效率。

不用到法院
也能打官司
重庆法院易诉平台昨日开通

只需用一
台带摄像头的
电脑登录重庆
法院公众服务
网，即可在线
完成立案、交
费、证据交换、
视频开庭等诉
讼过程。

昨日，重
庆网上智能法
院——易诉正
式开通运行。
该平台把大多
数案件立案、
证据交换、庭
审、送达等流
程从线下全流
程 迁 移 到 线
上，今后不用
到法院，直接
就可以网上立
案开庭打官司
了。

重庆晚报
记 者 唐 中
明 摄影报道

试点法院12家

据了解，易诉平台目前在市二
中院、市四中院、南岸区、合川区、
万州区、开州区、梁平区、忠县、云
阳县、奉节县、巫溪县、荣昌区等12
家法院率先试点运行。

试点取得实效后，在全市三级
45家法院全面运行使用。

按操作指引立案

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只需登录重
庆法院公众服务网，在完成用户注
册、基本资料填录、身份认证后，即可
按照平台操作指引进行网上立案。

易诉平台采用先身份审核、后
立案审核，当事人身份自动和人工
比对两种审核方式，确保当事人和
案件起诉的真实性。

目前用网银缴费

通过法院专网、财政非税网、银
行专网、互联网内外四网数据交互，
自动生成案件缴款通知书及编号，
当事人可以直接利用网银网上缴
费，做到一案一款一账户精准对应。

下一步，将开通支付宝、微信
等诉讼缴费通道。

查询质证非常方便

当事人通过案件受理通知书
提供的查询编码，密码登录平台，
系统自动查询案件相关信息和办
理情况，随时随地掌握已诉到法院
的案件进展情况。

在正式庭审阶段，法官仅对双方
有异议的证据进行法庭质证，大大简
化庭审过程，大幅提高审判效率。

下一步，该功能使用范围拓展
到线下案件使用，配套提供完整的
网上阅卷功能。

受理多数民生案件

目前，易诉平台受理案件范围
包括刑事自诉一审、二审案件，民事
一审、二审案件，行政诉讼一审、二
审案件，以及执行实施案件等多数
关系百姓民生的案件，原先通过立
案窗口申请立案的案件受理范围几
乎实现全覆盖。

支持多方参与庭审

易诉平台设置多方互动的网
上庭审系统和个性化界面，满足
实体科技法庭、网上视频开庭多
种模式。

双方当事人直接通过互联网
参加诉讼，网上庭审、证据展示、
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
笔录签收等庭审流程各环节全部
在网上进行，在确保法庭威严同
时最大化支持多方当事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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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02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月22日

基本号码

14 08 13 02 30 28 03

特别号码

10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10期

4588018755.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4 25 26 28 29+04 12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2注
2注
74注
23注
521注
148注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6000000元
136700元
82020元
7654元
4592元

应派奖金合计
20000000元
12000000元
10115800元
1886460元
3987734元
679616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02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5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02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5 6 6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0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1 0 3 1 3 3 1 0 1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0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1 0 3 1 3 3 1 0 1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0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1 1 2 1 1 1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月22日

打造重庆
智慧法院新生态

市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孙启福介绍，重庆法院易诉平
台是市高院全新打造的全流
程、一站式网上便民诉讼平
台，真正实现在互联网上建成
重庆网上法院。

易诉平台将大多数案件
从立案、交费、证据交换、庭
审、送达从线下全流程迁移到
线上，正好回应和满足老百姓
的司法新需求，真正实现“让
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孙启福介绍，重庆地处内
陆，辖区地形复杂，部分边远
区县交通不便，老百姓打官司
成本相对较高，加之在外务工
群体相对较多，异地往返不
便。易诉平台通过推行互联
网+电子诉讼新模式，为老百
姓探索出一条经济、方便、快
捷、有效解决矛盾纠纷的新途
径。

市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方便人民群众、一线法官为
服务重点，重庆法院正在打造
以 4 易平台+1 中心为核心的
重庆智慧法院新生态。4易平
台即易解——重庆法院纠纷
多元化解平台，易审——重庆
法院智能办案平台，加上昨日
推出的易诉和正在研发的易
达——重庆法院智能送达平
台以及1中心即法智云——重
庆法院大数据中心，确保全市
法院信息化和智慧法院建设
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
现新作为。

▲易诉－重庆网上智能法院网页截屏图

▲重庆法院公众服务网网页截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