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達 - 中國法院資料涵蓋範圍
北京市 Beijing
自2008年6月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自2009年3月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自2009年6月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自2011年4月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自2014年4月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5年1月起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天津市 Tianjin
自2008年3月起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9年6月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自2013年5月起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

自2016年7月起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审判区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审判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大港审判区
天津海事法院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审判区
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
天津铁路运输法院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康平县人民法院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法库县人民法院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山西省 Shanxi
自2014年1月起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4年6月起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 Shenyang, Liaoning
自2008年1月起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7年10月起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新民市人民法院

辽宁省大连市 Dalian, Liaoning
自2014年6月起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8年1月起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庄河市人民法院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长海县人民法院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自2018年7月起

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Harbin, Heilongjiang
自2007年11月起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8年5月起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依兰县人民法院
巴彦县人民法院
延寿县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方正县人民法院
木兰县人民法院
尚志市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
宾县人民法院
通河县人民法院
五常市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 Daqing, Heilongjiang
自2007年11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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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Shanghai
自2007年3月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上海海事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自2015年4月起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江苏省 Jiangsu
自2007年3月起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

自2008年6月起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8年8月起

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自2008年12月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9年9月起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5年8月起

江阴市人民法院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兴市人民法院

泰兴市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建德市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临安市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宁波海事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泰顺县人民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长兴县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绍兴县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新昌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 Zhejiang
自2010年3月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杭州市 Hangzhou, Zhejiang
自2008年1月起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自2009年6月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自2013年5月起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自2017年11月起

杭州互联网法院

浙江省宁波市 Ningbo, Zhejiang
自2010年3月起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温州市 Wenzhou, Zhejiang
自2010年3月起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 Jiaxing, Zhejiang
自2012年8月起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平湖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湖州市 Huzhou, Zhejiang
自2012年8月起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德清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绍兴市 Shaoxing, Zhejiang
自2012年8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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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金华市 Jinhua, Zhejiang
自2012年8月起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义县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磐安县人民法院
东阳市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开化县人民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嵊泗县人民法院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三门县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天台县人民法院
临海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衢州市 Quzhou, Zhejiang
自2012年8月起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山县人民法院
江山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舟山市 Zhoushan, Zhejiang
自2012年8月起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岱山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台州市 Taizhou, Zhejiang
自2011年1月起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玉环县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丽水市 Lishui, Zhejiang
自2009年11月起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自2010年3月起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青田县人民法院
松阳县人民法院
龙泉市人民法院

缙云县人民法院
云和县人民法院

遂昌县人民法院
庆元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 Anhui
自2007年3月起

蚌埠铁路运输法院

自2008年6月起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9年6月起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10月起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4年1月起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5年8月起

绩溪县人民法院

自2016年7月起

铜陵市中級人民法院

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胶州市人民法院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平度市人民法院

江西省 Jiangxi
自2009年6月起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济南市 Jinan, Shandong
自2008年12月起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青岛市 Qingdao, Shandong
自2008年1月起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6年9月起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莱西市人民法院

山东省东营市 Dongying, Shandong
自2008年12月起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10月起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自2016年9月起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利津县人民法院

广饶县人民法院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新泰市人民法院

宁阳县人民法院
肥城市人民法院

山东省泰安市 Tai'an, Shandong
自2009年11月起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6年9月起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东平县人民法院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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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Hubei
自2014年6月起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5年8月起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 Hunan
自2008年1月起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9年11月起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4年1月起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 Guangzhou, Guangdong
自2007年2月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8年1月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自2009年12月起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

自2013年12月起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自2015年9月起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自2016年3月起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自2016年7月起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自2018年9月起

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韶关市 Shaoguan, Guangdong
自2015年9月起

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

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 Shenzhen, Guangdong
自2007年3月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自2008年6月起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自2015年9月起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自2018年9月起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珠海市 Zhuhai, Guangdong
自2007年11月起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汕头市 Shantou, Guangdong
自2007年2月起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7年11月起

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

自2013年12月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自2014年12月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

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
南澳县人民法院

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佛山市 Foshan, Guangdong
自2007年2月起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自2012年10月起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自2013年12月起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自2014年6月起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江门市 Jiangmen, Guangdong
自2008年1月起

开平市人民法院

广东省肇庆市 Zhaoqing, Guangdong
自2015年9月起

广宁县人民法院

四会市人民法院

广东省惠州市 Huizhou, Guangdong
自2012年10月起

惠东县人民法院

自2014年6月起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梅州市 Meizhou, Guangdong
自2014年6月起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丰顺县人民法院

广东省河源市 Heyuan, Guangdong
自2017年6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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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 Dongguan, Guangdong
自2012年8月起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3年5月起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广东省中山市 Zhongshan, Guangdong
自2008年1月起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广东省潮州市 Chaozhou, Guangdong
自2014年6月起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揭阳市 Jieyang, Guangdong
自2013年5月起

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云浮市 Yunfu, Guangdong
自2017年6月起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Nanning, Guangxi
自2009年11月起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0年3月起

宾阳县人民法院

自2012年10月起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自2017年1月起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
马山县人民法院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上林县人民法院
南宁铁路运输法院

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
隆安县人民法院
横县人民法院

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
融安县人民法院
柳州铁路运输法院

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
柳城县人民法院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阳朔县人民法院
兴安县人民法院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荔浦县人民法院

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
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
灵川县人民法院
永福县人民法院
资源县人民法院
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
苍梧县人民法院
岑溪市人民法院

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
藤县人民法院

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
合浦县人民法院

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
北海海事法院

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
浦北县人民法院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平南县人民法院

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
桂平市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Liuzhou, Guangxi
自2010年1月起

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自2017年1月起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鹿寨县人民法院
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Guilin,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全州县人民法院
灌阳县人民法院
平乐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Wuzhou,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
蒙山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Beihai,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Fangchenggang, Guangxi
自2014年1月起

东兴市人民法院

自2017年1月起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思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 Qinzhou,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山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Guigang,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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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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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Yulin, Guangxi
自2014年1月起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7年1月起

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陆川县人民法院
北流市人民法院

玉林市福绵区人民法院
博白县人民法院

容县人民法院
兴业县人民法院

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
平果县人民法院
凌云县人民法院
西林县人民法院

田阳县人民法院
德保县人民法院
乐业县人民法院
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昭平县人民法院

钟山县人民法院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天峨县人民法院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
凤山县人民法院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
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象州县人民法院
合山市人民法院

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明县人民法院
天等县人民法院

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
龙州县人民法院
凭祥市人民法院

扶绥县人民法院
大新县人民法院

自2007年11月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文昌市人民法院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琼海市人民法院

自2010年3月起

屯昌县人民法院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自2011年1月起

定安县人民法院

自2011年7月起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临高县人民法院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自2013年7月起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自2014年7月起

澄迈县人民法院

自2014年9月起

万宁市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Baise,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田东县人民法院
那坡县人民法院
田林县人民法院
靖西市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 Hezhou, Guangxi
自2014年1月起

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7年1月起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 Hechi,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丹县人民法院
东兰县人民法院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 Laibin, Guangxi
自2012年10月起

忻城县人民法院

自2017年1月起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宣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Chongzuo, Guangxi
自2017年1月起

海南省 Hainan

五指山市人民法院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东方市人民法院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口海事法院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海口市 Haikou, Hainan
自2007年11月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自2010年3月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三亚市 Sanya, Hainan
自2009年5月起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1年7月起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海南省儋州市 Danzhou, Hainan
自2007年11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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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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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Chongqing
自2007年11月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自2008年6月起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4年1月起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丰都县人民法院

自2014年7月起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忠县人民法院
巫山县人民法院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城口县人民法院
云阳县人民法院
巫溪县人民法院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垫江县人民法院
奉节县人民法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自2015年8月起

重庆铁路运输法院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蒲江县人民法院
彭州市人民法院
简阳市人民法院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金堂县人民法院
新津县人民法院
邛崃市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灵武市人民法院

永宁县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同心县人民法院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泾源县人民法院

西吉县人民法院
彭阳县人民法院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中宁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 Chengdu, Sichuan
自2008年1月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0年3月起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自2018年5月起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大邑县人民法院
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崇州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 Nanchong, Sichuan
自2014年1月起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 Yunnan
自2014年1月起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 Shaanxi
自2010年3月起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8月起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自2017年6月起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Yinchuan, Ningxia
自2009年11月起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2年10月起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自2017年6月起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Shizuishan, Ningxia
自2017年6月起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Wuzhong, Ningxia
自2017年6月起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Guyuan, Ningxia
自2017年6月起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隆德县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Zhongwei, Ningxia
自2017年6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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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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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自2012年10月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2014年1月起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

自2014年6月起

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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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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