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潮州市司法局

转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司法厅转发最高人

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的通知

各基层人民法院，各县、区司法局，市律师协会：

现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司法厅转发最高人

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粤司〔2017〕507 号）（以下简称《意见》）转发给你们，

并结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司法厅相关意见和我市

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统筹做好调解室（中心）设置。

（一）市法院和市司法局商定在市法院设置律师调解工

作室，与原已设置的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诉信访案件和开

展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工作建设结合起来，加挂律师调解工作

室的牌子，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具体人员由市法院与市律

师协会按《意见》要求，对参与调解律师资质要求进行商定。

（二）市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具体参与调解律

师名单由市律师协会落实。

（三）市司法局确定在湘桥区公共服务中心和意溪镇公

共服务站工作室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参与调解律师名单由

湘桥区司法局在本辖区符合条件的律师资源中调配。



二、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和意见的要求，

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情况，积

极支持和配合各类调解室（中心）、工作站的建设，进一步

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推动形成我市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社会和谐稳定。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潮州市司法局

2018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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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司 E20170507号

广东省高级入民法院 广东省司法厅转发
最高入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

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全省各中级入民法院、备地级以上市司法局 :

现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

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司 发通 E20171105号 )转发给你

们,并结合我省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充分认识开展律师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开展律师调解是

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创新性举措,有利于及时化解民商事纠纷 ,

有效缓解法院
“
案多入少

”
的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 ,

是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

拓展律师业务范围,实现律师专业法律服务与调解这一中国特色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进一步发挥律师在金面依法治国中

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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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范围。综合考虑我省发展实际,决定在全省各市全

面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珠三角地区基层法院全面设立律师调

解工作室,粤东西北地区各地级市至少在 1个法院设立律师调解

工作室;省和各市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各市至少在 1个

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个镇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设立律师

调解工作室,鼓励和支持至少 1家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

广州海事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分别

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

三、明确资质要求。律师参与调解的,应 当具有 5年以上执

业经历,且执业以来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行

业处分。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的,应 当是设立 3年 以上 ,

每年都参加年度检查考核,具有 10名 以上的执业律师和 3名 以

上符合调解条件的律师,粤东西北地区各地级市执业律师人数可

适当降低,且设立以来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

行业处分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四、制定工作方案。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司法厅将明确开展

调解案仵、调解文书在法院和调解工作室之间的衔接问题。律师

调解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的规定》,开展

调解工作。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工

作方案于 12月 29日 前分别报省法院、省司法厅。

五、统筹做好调解室 (中心)的设置。人民法院设立工作调

解室要因地制宜,与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接访室“法律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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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值班律师工作室、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避免重复建设

和浪费;律师协会设立调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工作站 )

设立工作调解室要与原有功能房建设相配套。推动律师调解员加

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采取值班制形式,驻人民法院开展

调解工作◇

六、加大宣传力度。要主动适应
“互联网+” 新形势,通过

微信公众号、微博、门户网站以及传统的报刊、杂志等,做好律

师调解试点工作的宣传,鼓励优秀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与到律

师调解工作;吸引纠纷当事人选择通过律师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

纠纷,切实为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七、落实经费保障。开展试点工作过程中,各市要加强与省

对口部门的请示报告,及时落实经费保障,确保律师调解工作顺

利开展。

7年 12

联系人及电话 :

省法院:梁滨,020-62620787

省司法厅:梁金玲,020-8635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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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入民共搬邋司搬搬
司发通 盯aO171 1o5号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北京、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徼、福建、山东、湖北、湖南、

广东、四川省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晚、司法厅 (局 ):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建依法治国若干重大润趱

的决定》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完瞽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关于深化律师制度获革的意见》和最

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剞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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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惠死》,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

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健全完善律师调解制度,推动形成中国特

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现就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提出以下

意见。

-、 总体要求

1。 指导思想。金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申、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

律师工作的鑫要指示精神,围 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深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健金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律

师职能作用,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创 新律师调解方式方法 ,

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基本原则。

— 坚持依法调解。律师调解工作应当依法进行,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

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 坚持平等自愿。律师开展调解工作,应 当充分尊重备方

当事人的意愿,尊 重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程序的选择权,保障其诉

讼权利。

———坚持调解中立。律师调解应当保持中立,不得有偏向任

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维 护调解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接

受性。

灬一 2  ·̄



——坚持调解保镫。除当事入一致阔慧戴法肆另有规定豳

外:溺 解事殒、调解过稷、调解协议内容等一棒不公开,不簿泄

露整事人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

— —坚持便捷高效。律师运用专业知识开展调解工作9燕 当

注重工作效率,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调解方式方法和

程序,建立便捷离效的工作机剞。

— 坚持有效对接。加强律师调解与入民调解、行政调解、

行业调解、商事调解、诉讼调解等有机惭按,充分发挥各 自特点

和优势”形成程序衔接、优势互补、协作配合的纠纷解决机制。

三、建立督虾调解工作模式

律师调解是指猝押、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王作室或者律师调

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备方当事人通过自愿

协商迭戚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

3。 在人民法睨设立薄师调解工作变。试点地区的各级人民

潦院要将律师调解与诉讼服务申心建设缭舍超球”在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诉溺对接中心或具备条件的人民法庭设立律师调解

工作室,配备必要的工作设施和工作场所。

磁。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 》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试点

地区的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公共法薄服务站应当设立专

r】 的挣卿调解工作室,曲公共法粹服务中心 (站 )指掀粹师谲簿

燹提供公益性调解服务。

5。 在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试点地区的省级、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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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级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律师调解中心在律师协会的

指导下,组 织律师作为调解员,接 受当事人申请或人民法院移

送”参与矛盾化解和纠纷调解。

6.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变。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律师

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组成调解团队,可 以将接受当事人申请

调解作为一项律师业务开展,同 时可以承接入民法院、行政机关

移送的调解案件。

三、键金律师调解工作机制

7.明 确律师调解案件范围。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备类民商事

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但是婚姻关系、身份

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除外。

8.建立健金律师调解工作资质管理制度。试点地区省级司

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会同人民法院研究制定管理办法,明 确承

办律师调解工作的猝师事务所和律师资质条件,包括人员规模、

执业年限、办案数量、诚信状况等。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会

同人民法院建立承办律师调解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调解员

名册。

9。 规簸律师调解工作程序。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 )、 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承办律师调解工

作的薄师事务所和律师调解员名册,并在公示拦、官方网站等平

台公开名册信息,方便当事人查询和选择。

薄师事务所和律师接受相关委托代理或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4



时,应 当告知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律师调解一般由一名调解员主持。对于重大、疑难、复杂践

者当事人要求由两名以上调解员共同调解的案件,可 以由两名以

上调解员调解,并 由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申心指定一名谰

解员主持心当事人具有正当理由的,可 以申请更换律师调解员。

律师调解员摄据调解程序依法开展调解工作,镩卿调解的期限为

30日 ,双方当事人同惠延长调解期限的,不 受此眼。经调解这

成协议的,出具调解协议书;期 限届满无法进成调解协议,当 事

入不同意继续调解的,终止调解。

律师调解员组织调解,应 当用书面形式记录争议事项和调解

情况,并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

心应当建立完整的电子及纸质书面调解档案”供当事人查询。镉

解程序终结时,当 事人来达成调解协议的,律师调解员在征得各

方当事人同意后,可 以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

的事实,并 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在诉讼程序中,除涉及涠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外,当事入无需对调解过程

申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

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 )、 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设立的

律师调解组织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主持调解纠纷的,参照上述

程序开展。

nO.鼓励调解协议即时履行。经律师调解工作变或律师调解

申心调解,当 事人达成溺解协议的,簿师调解员应当鼓励和引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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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及时履行协议。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履行的 ,

调解和执行的相关费用由未履行协议一方当事人全部或部分

负担。

11。 完善调解协议与支付令对接机制。经律师调解这成的和

解协议、调解协议中,具有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缭付内容的,债权

人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

法院申请支付令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债务人未在

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且逾期不履行支付令的,人 民法院可以

强制执行。

12。 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经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

调解中心调解这成的其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 事人可以向律

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

申请确认其效力,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13‘ 建立律师调解员回避制度。律师谲解员具有以下情形

的,当 事人有权申请回避:系 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近亲属

的;与 纠纷有利害关系的;与 纠纷当事人、代理入有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公正调解的。律师调解员具有上述情形,当 事人要求回

避的,律师调解员应当回避,当 事人没有要求田避的,律师调解

员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主动回避。当事入一致同意继续调解

的,律 师调解员可以爨续主持调解。

律师调解员不得再就该争议事项或与该争议有密切联系的英

他纠纷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伸裁或诉讼的代理人,也不

6



得担任该争嵌事项后续解决程序的入民陪审员、仲裁员、证人、

鉴定人以及翻译人员等。

14.建 立科擎的经费保障机制。在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调解工

作室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调解纠纷的,可 以按照有偿和低龄的落

则向双方当事人收取调解费,一 方当事人同意全部负担的除外。

调解费的收取标准和办法由各试点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报

相关部门批准备案。

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 )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和在律师

协会设立的律师调解中心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调解纠纷的,由 司

法行政机关、律峁协会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解决经费。律师

倜解员调解法舞援助案件的经费。由法静援助机构通过政府采购

服务渠道子以解决。

在人民法院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的,人 民法院应根据纠纷调

解的数囊、质量与社会效果”由政府采购服务渠遘解决调解经

费,并纳入人民法院专项预葬”具体办法由备试点地区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15,发 挥诉讼费用权杆作用。当事人这成和解协议申请擞诉

的,人 民法院免收诉讼费。诉讼中经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的,入 民法院可以减半收取诉讼费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

参与调解”或者有明逼恶意导致调解不成的,人 民法院可以裰据

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

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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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工作保障

16.加 强组织领导。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

律师协会要高度重视这覆改革工作,加 强制度建设和工作协调 ,

有力推进试点工作冁利开展。要在律师调解制度框架内,创 新工

作方式方法,制 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实施意见,不 断总结经验 ,

积极探索”为向全国推广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制度和经验。

17.积极引导参与。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

律师协会要积极引导薄师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鼓励和推荐铮

师在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缀织中

担任调解员,鼓励律师错助现代科技手段创新调解工作方式、积

极参与在线调解试点工作,促使律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体现社

会价值,充分调动律师从事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实现律师调解工

作可持续性发展。

18。 加强队伍管理。加强对律师调解员职业道德、执业纪

律、调解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建设高水平的调解律师队伍,确 保

调解案件质量。探索建立律师参与公益性调解的考核表彰激励机

制。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对表现突出的律师

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中心组织和律师调解员给予物质或荣誉

奖励。

19.加 强责任追究。律师调解员违法调解,∶违反回避制度 ,

泄露当事人隐私或秘密,或者具有其他违反法律、违背律师职业

道德行为的,应 当视情节限期或禁止从事调解业务 ,或 由律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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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司法行政机关依法依飙给予行业处分和行政处罚。律师协会

应当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20。 加强蜜传工作。试点地区的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

律师协会要太力宣传律师调解制度的作用与优势,鼓励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优先逸择律师调解快速有效解决争议,为律师开展

调解工作营造良好执业环境。

21.加 强指导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将对试点工作进

行指导督促,认真研究试点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氵全面评常试点方

案的实际效果,总 结各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成功袭验 ,

推动蔽革实践成果翎度化、法律化。

22。 本试点工作在北京、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福

建、山东、湖北、湖甯、广东、四川等 11个省 (直 辖市)进行。

试点窨 (直辖市)可 以在全省 (直辖市)或者选择部分地区开展

试点工作,试点方案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备案。

9月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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