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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民事诉讼制度的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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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特性，从管辖、电子数据、诉讼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阐述了互联
网金融背景下民事诉讼制度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设立多样化的纠纷管辖机制、完善电子数据的
搜集和完善纠纷解决程序、建立网上执行平台等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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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的合同中，合同相对人的住所地、合
“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最早由谢平等人于 2012
[1]
同履行地等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年提出 , 当时国内理论界对此并无一个统一和权威
[2]
第二，互联网金融案件具有集团性和小额性。
的定义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
互联网金融的交易成本低，例如，某互联网金融平
一次提出了“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同年上海市
台的产品最低投资额可能只需要 100 元，甚至是 1
出台《关于促进本市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若
元钱，吸引了许多中小投资者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
干意见》，首次对互联网金融做出了官方界定。2016
从而金融合同相对人的一方可能人数众多，并且资
年，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智能手
金量都不是太大。
机的进一步普及，互联网金融类应用出现高速增长
二、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民事诉讼制度的挑战
态势，互联网金融用户规模不断扩大，线上金融交
互联网金融给众多的投融资者带来了更高的
易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但与此同时，居高不
收益和更快捷的投资方式，但风险却居高不下。从
下的风险却给法律带来重大挑战。就目前来看，研
2013 年开始，互联网金融行业各种问题就日益显现，
究主要以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 [3] 以及民事等实体法
[4]
资金链断裂，平台跑路，金融诈骗……负面新闻层
律关系为主 ，但当投融资者的权益被侵犯时，民
事诉讼制度却因滞后性很难实现权益保护，因此， 出不穷。以 P2P 网贷行业来看，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
全年新增 917 家问题平台，数量较 2014 年增长更是
有必要结合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特点对传统民事
超过 3 倍有余。虽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最高
诉讼制度进行分析，以利构建高效便捷的互联网金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融背景下的民事诉讼制度。
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相关的救济条款，
一、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特性
但在处理互联网金融案件实际操作中仍面临着极大
由于互联网金融市场自身具有交易成本低、效
挑战。
率高、注重客户体验以及互联网金融市场呈现碎片
[5]
（一）关于管辖
化，风险具有特殊性的特点 ，互联网金融案件与
互联网金融中的投融资双方之间建立的依旧是
传统民事案件相比，有着自身显著的特性 ：
合同关系。对互联网金融案件管辖应依据《民事诉
第一，互联网金融案件具有非地域性。互联网
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适用“被告住所地”和
金融的覆盖面广，使得投融资各方突破了时间和地
域的限制，例如，一家上海的企业想要融资，可在 “合同履行地”予以管辖。但基于互联网金融案件的
非地域性，可能会出现一些麻烦 ：
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发布信息，此时合肥某投资人从
1. 关于当事人住所地的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
网络获悉后，可直接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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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住所地的确定，以被告
住所地为准，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符的，由经常
居住地法院管辖。互联网金融案件发生在线上，例如，
一家设立在合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客户群体可
能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此时，无论是投
资方还是融资方，抑或是法院，在确定当事人住所
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时，都不会那么顺利，管辖原
则中的方便诉讼目的很难实现。
2. 关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虽然《解释》第
十八条作了详细说明，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
地域和人群的约束，如果之前在金融合同中未做明
确约定的，那么合同履行地就是“接受货币一方所
在地”，即为融资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此时融资
人可能身处遥远的地域，投资方想要据此提起诉讼
是相当不方便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以保护。
（二）关于电子数据

要与书证、物证这些传统证据配合，但互联网金融
交易中，传统证据缺乏、电子数据的自身缺陷，会
给当事人带来“举证难”的局面。
（三）关于诉讼程序
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以 P2P 和众筹最为普遍，
无论哪种模式，投资方的投资成本都不大，一旦发
生金融纠纷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我国民事诉讼法
中的小额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
小额诉讼的规定，它应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但
是在这类案件中，除了具有诉讼标的额不大的特点
外，还同时具有一方（投资方）人数众多的显著特点，
根据《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这类案件不适用
简易程序。面对人数众多的小额诉讼，势必出现诉讼
程序适用力不从心的状态。
（四）关于执行程序

当事人获得胜诉之后，诉讼程序将进入执行阶
段，但是传统的民事执行在面对互联网金融这一新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所有交易行为，如融资方资
兴产物时，也显现出了很多弊端 ：
料的提供，资格的审核，担保以及投资方的信息搜
1.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
集，交易达成等，均发生在线上。这就意味着，一
旦发生纠纷，大量的证据形式会表现为电子数据，而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
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
非传统的书证、物证等。关于电子数据，
《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三条确定了其民事诉讼证据的地位，
《解释》 民法院执行。”可见执行也是受到地域限制的。面对
互联网金融的非地域性特点，当事人申请执行将会
第一百一十六条进一步明确界定了其范围，即“电子
变得较为困难。
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
2. 随着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大量销售，加之互联
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
网金融的非地域性，使得可供执行的财产难以查找，
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但以上两条规定
进一步导致法院的执行困难。
仅仅是对概念的解释，在使用中还存在一些挑战。
三、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1. 电子数据搜集困难。如果互联网金融交易当
互联网金融交易的民事纠纷一旦走入法院，与
事人缺乏证据意识，忽略了对原始数据及时固定、
之相匹配的民事诉讼法适用，对于保护投融资双方
留存，一旦发生纠纷，数字形式的电子证据只能通
的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过复杂的技术进行还原，但一般的投资人可能不具
（一）设立多样化的管辖制度
有这样的技能，因而使得证据搜集困难重重。同时，
正如上文所述，互联网金融覆盖面广，具有非
基于搜集和提供电子数据需要依靠一定的技术支撑，
因此与传统证据相比，搜集证据所耗费的时间更长， 地域性和集团性的特点，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地域
管辖原则，与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有一定冲突的。
如果沿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举证时限规定，有可能
因此，鉴于管辖地法院选择的困难，笔者认为互联
因超时限而导致证据失效，给当事人的诉讼带来极
网金融案件在适用管辖的问题上，可以考虑 ：
大不利。
1.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协议管辖的
2. 电子数据作为有效证据难。电子数据形成或
存储于电子介质中，因此其信息易改变、易伪造。 规定，要求当事人双方在签订金融合同时，就约定
载明“当发生纠纷后，由投融资双方当事人自行选
正因为电子数据搜集和提供的真伪难辨，依据现行
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一来很难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择密切联系地法院为管辖法院”。基于协议管辖的方
式更具灵活性，能更好地适应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非
二来即使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也不能独立使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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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琳琳 ：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民事诉讼制度的挑战与应对
通过截屏、下载等方式将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存；
地域性和便捷性要求，也更有利于投融资双方行使
其次，应该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数据保存期
诉权保护合法权益。
和检查制度，要求互联网金融平台严格遵守保存管
2. 选择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
理数据的期限，并定期对保存的数据进行检查，以
共和国仲裁法》第六条“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
确保纠纷发生时，能顺利的搜集和提供证据 ；最后，
域管辖”的规定，仲裁是不受地域管辖限制的。投
法院对于有疑点电子数据的证明力要综合审查，在
融资双方在签订金融合同时，可以直接约定纠纷交
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严格遵守相应的限制条件，
由仲裁委员会处理，从而打破诉讼所带来的地域限
保障投融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制，将纠纷的管辖问题交由双方自由选择。这一处
2. 加大融资方提供电子数据的责任。互联网金
理方式与诉讼中的协议管辖的方式较为相似，可由
融案件中的交易数据和信息，大部分掌握在融资方
投融资双方在合同中自行约定。
手中，当融资方作为被告出现在诉讼中时，一方面
3. 尝试通过网络手段解决纠纷。互联网金融案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分配，其应由投资方（即
件产生于线上交易，那么就将纠纷的解决也交于网
原告方）来承担，这势必导致投资方举证不能而承
络。[6] 实践中已有一些地方法院和仲裁机构尝试开
担败诉风险，[7] 另一方面如投资方需要调取电子数
设了网上法庭、网上仲裁，专门受理网络上的纠纷
案件，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确定杭州市西湖、 据时，融资方也未必会为其提供相关数据，同样会
滨江、余杭３个基层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导致投资方败诉的可能。《解释》增加了当事人申请
院作为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的试点单位 ；再如中国国
法院责令对方提交书证的规定，根据这一新规，给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台了网上仲裁规则，并构
互联网金融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提供了实践性的参
建起了相应网络仲裁平台。笔者认为可以大力推广
考，当投资方无法获取对方手中对其有利证据时，
“网络法庭”“网络仲裁”的模式去解决互联网金融
可以选择向法院提出申请，以解决举证不能的困局。
案件，将传统庭审模式和互联网模式相结合，从而
3. 建立保证电子数据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制度。
解决互联网金融的非地域性特点。这样无论是选择
可以通过保全、公证等手段，对有关的数据进行固
被告住所地或是合同履行地，其全部诉讼程序都于
化和保存，例如对电子合同进行加密传输并保全电
网络上完成，遵循了管辖中的便利原则。
子合同内容，防止内容泄露及篡改。目前已有公司
4. 建立非诉争议解决机构。实践中，除了通过
开设了电子数据的保全业务，如国信嘉宁数据技术
诉讼管辖互联网金融案件以外，还可以建立一个第
有限公司、重庆易保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三方的纠纷解决机构，这一机构可以是中国互联网
4. 上文提到电子数据的搜集和提供，较其他传
金融协会专设机构，也可以是其委托的第三方构建
统证据耗费的时间更长，很容易出现举证超期，对此，
的纠纷解决机构，专门解决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双方 《解释》有对举证期限更为宽松化的规定，当事人即
所发生的各种纠纷。一旦纠纷产生后，投融资双方
使逾期提交了证据，只要理由正当合理，也是可能
直接将案件提交于该机构，由机构代为维权，可以
得到法院采纳的。这一规定，给当事人提供了充分
使权益维护更为便利。
时间去搜集电子数据的可能性，有利于缓解互联网
（二）完善电子数据的搜集和认定
金融案件中举证时限的压力。
（三）完善纠纷解决程序
基于上文所述，电子数据在作为证据的使用过
程中给当事人带来了一定难度，因此笔者认为依据
《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
及民事诉讼法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考
虑几个方面 ：
1. 建立电子数据认定、保护机制。首先，应要
求投融资各方对于各自存储的电子数据，予以相应
的保护。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交易双方应提高证据意
识，在交易开始时注重原始数据的留存，例如可以

随着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展完善，现行的互联
网金融平台出现了新的模式。
互联网金融平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能更为全
面系统地了解投融资各方的相关情况，那么发生纠
纷后，互联网金融平台无论是程序的适用，还是相
关信息的搜集，都比金融合同的双方要占优势。一
来，原被告双方人数不会再出现人数众多的现象，
在考虑了诉讼标的额后，小额的适用小额程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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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大的适用普通程序即可。二来，互联网金融平台
对融资方的相关信息都会进行审核，其掌握的信息
会比普通的投资人更为详细，也更方便搜集证据进
行诉讼。因此，如果在交易双方签订网络金融合同时，
直接在合同中委托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发生纠纷时，
可以代受害方进行诉讼予以保护，那问题就简单多
了。实践中，国内知名 P2P 网络借贷平台“点融网”
诉李臣明一案中，“点融网”和投资人在居间协议中
就设置了相关条款，约定在必要时，投资人可以把
债权转让给“点融网”，以便公司集中起诉，从而即
保障了投资人的权益，也方便了诉讼程序的适用。
（四）建立网上执行平台
如前所述，与互联网金融的跨地域性特点相适
应，法院可以建立网络平台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
那么民事执行也同样可以选择依托网络平台，来完
成民事执行。例如，当事人通过网络法庭完成案件
审理之后，直接通过该通道去申请执行。同时，法

院也可以积极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
更新自身查控手段，从各个方面采集与身份信息相
关联、涉及个人或法人的活动轨迹，如网络支付绑
定的银行卡片信息、资金的流向、常用收发货地址
等数据信息，然后结合具体执行案件的情况对搜集
到的大数据进行进一步归纳计算，从而得出对执行
工作最有价值的信息，完成民事执行。
此外，还可以依据《解释》中关于保全和特别
程序的设置，让投资方在交易过程中要求融资方提
供担保，以方便日后优先实现其权益。同时也可以
保证后期法院的执行能够更顺利地完成。
综上所述，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给我国的民
事诉讼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互联网金融
案件中，民事诉讼作为保护交易双方的程序制度，
更应该适应信息化的发展，将司法救济与信息技术
充分融合，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保护交易的安全
提供更为高效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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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Finance
HUANG Lin-lin
（Anhui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financial disputes, expound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finance from the jurisdiction, the electronic data,
litigation procedure, executive procedure, etc. In addition, it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i.e.setting up
the diversified dispute jurisdic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collection of electronic data and th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 establishing the online execution platform and so on.
Key words ：Internet finance；litigation jurisdiction；electronic data；civil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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