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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专业分析和整合的法律专题及裁判要点
• 最具参考意义的合同文本、深度整合的实务领域和专题模块
• 极具实务视角的评论文章及专业、丰富的法律词汇库

万律 (Westlaw China) 是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基于世界领先的 Westlaw 法律信息平台的技术
和经验打造的智能化中国法律信息双语数据库，为法律执业人士提供最佳的中国法律解决方案。
由专业律师以及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专家组成的编辑团队，对中国大陆的法律法规以及裁判文
书进行整理和归纳，为您提供经过高度整合的法律信息增值服务。
万律 (Westlaw China) 的人性化设置便于用户在中、英文数据库之间随意切换。确保用户能
够准确获取所需的中英双语法律信息，更能满足每一位法律专业人士不同的操作习惯和个性
化需求，从而大量节省您用于法律信息检索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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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更新的行业资讯和新法动态
• 权威精准的英文翻译
• 智能的检索方式、定制化的服务
• 方便易用且个性化的操作界面

万律(Westlaw China)——最全面、权威的实务类法律信息数据库
万律 (Westlaw China) 中文法律信息数据库涵盖了全面的法律法规、各级法院官方公布的裁判
文书以及精选的合同文本和期刊书籍，并将法律法规和裁判文书进行专业分析和高度整合，提
供多个由法律要点体系组成的法律专题和裁判要点。同时每日提供由法律编辑团队筛选和编辑
的最新法律资讯，万律快讯功能便于您随心订阅与自己需求相关的主题资讯。万律 (Westlaw
China) 的实务领域板块围绕用户执业领域，通过数据甄选、梳理和分析，及钥匙码系统 (Key
Number System)，实现法律法规、裁判文书、合同文本、万律时讯等多种文件类型的深度整合。
万律 (Westlaw China) 评论文章库从实务角度出发，使您更易理解和运用相关法律 ；法律词汇
库精炼出的中英文法律词汇将有助于您更有效地学习和运用中国法律所涉的双语词汇。万律
(Westlaw China) 的专业化一站式服务，便于您在处理日常实务时，能够更加从容、快速、全面
地获取所需信息。

全面、更新及时的法律法规
万律 (Westlaw China) 涵盖了由中央政府机关、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自 1949 年以
来所颁布的超过 1,048,849 条法律法规。万律法律法规库每日多次更新，及时将最新的法律法
规发布到数据库中。您通过设置新法快讯，可每日接收包含万律最新更新的重要法律法规的邮
件，以便您及时了解新法动态。
万律高度重视对法律法规效力状态的审核。一旦某一法律的效力状态发生变化，万律编辑会在
第一时间内进行调整。万律同时提供“效力提示”功能，对效力状态存疑的法律法规进行提醒，
帮助您更准确的判断法律法规的有效性。

覆盖广泛的法律法规主题分类
万律 (Westlaw China) 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除了传统的“法律层级”分类方式外，还提供了更
人性化的“主题”分类方式。万律对法律法规库进行梳理，将法律法规分为知识产权、外商投
资、证券、保险、银行、外汇、上海自贸区等 43 个主题分类，您可通过点击相应“主题”浏
览该主题下的法律法规。在高级查询中，您也可以通过点选主题或直接输入主题名称，查询该
主题下的法律法规。

内容丰富、分类有效的裁判文书
万律 (Westlaw China) 全面覆盖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法院以及
包括海事法院在内的专门法院官方公布的 1,968,086 多个裁判文书。
对于裁判文书，您既可以通过审理法院分类快速查找到相应的裁判文书，也可通过案由分类轻
松查找到属于特定案由的裁判文书。同时案例精选库收录了由万律编辑精心甄选的诸多优秀裁
判文书。这些裁判文书的争议点清晰，法律问题论理充分。您可以通过对相应裁判文书的阅读，
在短时间内精准了解法律的适用和判决中应关注的法律问题。同时，案号的超链接将帮您有效
实现相关裁判文书之间的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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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实用的裁判要点
万律 (Westlaw China) 的法律编辑特别甄选出了法律专业人士和实务律师在工作和研究中经常涉
及到的民商、知识产权等实务领域，通过对这些领域的裁判文书进行深入地剖析、提炼而成的
裁判要点数据库，为您提供 7,500 多个中文和 4,600 多个英文裁判要点。每一个经过法律编辑
悉心甄别的裁判要点，都具有典型意义，可以帮助您快速、有效地分析裁判文书中的核心法律
问题。您可以通过对法律要点下裁判要点及相应裁判文书的阅读，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法律
的适用和审判中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有效信息，节省大量阅读卷帙浩繁的
案例的时间。

最具实务性的法律专题和钥匙码系统
万律 (Westlaw China) 提供 35 个法律专题，涵盖近 27,000 个法律要点。独有的法律专题分类体
系精准、权威，以法律实务为指向，对数据库内的法律法规和裁判文书进行专业分析和高度整合，
钥匙码系统 (Key Number System) 完成对法律专题下的每一个法律要点的逐条索引、环环相扣，
使法律从业人士处理日常实务时，能够便捷、快速地获取所需信息。法律要点下包含了法条援
引、相关文件，裁判要点，以及相关参考等内容。通过万律 (Westlaw China)，您可以快速、方
便地获取大量精准信息，并迅速了解不熟悉的法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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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近实务的法律专题分类和法律要点

法条援引

相关文件
裁判要点

法律要点：
整合了该
法律要点
项下相关
的法律法
规和裁判
文书

相关参考

法条援引 ：与该法律要点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总结。
相关参考 ：指引读者参阅与某法律点下内容有关的其他法律问题的链接。
相关文件 ：在某一法律问题中，次要的、与本法律问题关联度不大的、或仅针对特定问题而不
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文件。
裁判要点 ：裁判文书中与该法律要点相关部分的摘要。
目前万律 (Westlaw China) 的法律专题包括 ：
民商法

经济法

民法通则 ( 中、英 )、合同 ( 中、英 )、商标 ( 中、
英 )、著作权 ( 中、英 )、专利 ( 中、英 )、房地产、
担保、票据、外商投资 ( 中、英 )、公司与企
业法 ( 中、英 )、企业并购 ( 中、英 )、证券法、
物权法

反不正当竞争 ( 中、英 )、产品质量、银行、
招投标、外汇管理、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
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 ( 中、英 )、海关、
劳动及社会保障、电信互联网 ( 中、英 )、国
有资产管理、能源 ( 中、英 )、国际贸易

刑法

诉讼法

刑法

民事诉讼 ( 中、英 )、刑事诉讼、行政诉讼、
仲裁 ( 中、英 )

行政法
行政许可、处罚、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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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参考意义的合同文本
万律 (Westlaw China) 合同文本库，经过法律专业编辑精心筛选的合同文本对您起草合同具有
参考或指导意义。合同文本库与实务领域版块紧密衔接，拓展了实务领域的文件覆盖范围。在
合同文本库中，您既可以轻松浏览最新合同，也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要浏览特定领域中的合同。
合同文本库的数量仍在快速增长中。

极具实务视角的评论文章
万律 (Westlaw China) 推出的评论文章库，由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法律专业
人员提供或撰写。这些作者的执业经验丰富，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对复杂的重要实务问
题进行深刻的探讨、分析和研究。万律评论文章库从实务角度出发，对您理解和运用相关法律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您可以通过简单查询或高级查询搜索相关评论文章，也可以根据执业需要选择特定主题或来源
浏览相关文章。同时，您可以通过文章正文页面的相关链接，轻松获取更多关于作者及其作者
单位的有关信息。
万律 (Westlaw China) 同时提供针对当下热点法律专题推出的万律专题评论，邀请专业人士就专
题中的实务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对读者了解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深度整合的实务领域
万律 (Westlaw China) 的实务领域板块围绕用户执业领域，通过数据甄选、梳理和分析，及钥
匙码系统 (Key Number System)，实现法律法规、裁判文书、合同文本、评论文章、万律时讯
等多种文件类型的深度整合，为您提供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在实务领域板块中，通过钥匙码
的点击可轻松浏览该钥匙码项下的所有文件，帮助您实现便捷浏览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法
律要点进一步浏览法律要点的细分。法律法规、裁判文书、合同文本、评论文章、万律时讯等
多种文件类型在同一法律要点下呈现，实现了多种数据类型的无缝链接。目前，万律 (Westlaw
China) 实务领域提供能源等五部分内容。

专业、丰富的法律词汇库
万律 (Westlaw China) 新增的法律词汇库由资深编译人员筛选，将成为您学习和运用中国法律所
涉双语词汇的有效工具。目前，法律词汇库已收录了 6,500 多个双语法律词汇或词组，且仍持
续增长。法律词汇按英文词汇首字母或中文词汇首字母进行索引 ；并设立 21 个主题，覆盖所
有重要的实务领域。万律 (Westlaw China) 法律词汇库是针对中国法律最全面、最精准的法律双
语词汇库之一。

专题模块
目前，万律已推出知识产权、外商投资、金融、税法、信息安全等五部专题模块。在特定模块
中，您可以快速浏览该模块下最新的时讯、法律法规、裁判文书、评论文章等信息 ；常用法规
项下列出了该领域中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法律法规，方便您使用。
专题模块不包含于万律订阅计划之内，您需要订阅相应内容方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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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更新的行业资讯和新法动态
万律时讯服务通过个性化邮件订制和在线阅览相结合的方式，每天多次更新为您提供经过精心
筛选和编辑的法律信息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财经资讯。万律快讯功能使用户可根据自己感兴趣的
领域以及与行业相关的时事话题进行个性化邮件订阅，订制中文、英文和中英对照快讯。万律
时讯提供的内容涵盖新法快递、立法趋势、审判参考、政策指导、统计信息、法律和财经方面
的时事信息、专家评析、律所简讯和文献资料等 9 个栏目。通过对从众多官方网站及专业媒体
上获取的大量信息进行高度精确的总结和摘要，每天多次为您提供最新的法律行业资讯，是法
律专业人士在繁忙的工作中掌握行业最新动态的一站式选择。

在摘要处可快速浏览快讯，点
击栏目名称或序号可快速跳转
到相应内容

浏览正文时点击序号或“Top”可跳转回摘要内容
万律的用户还可通过“快讯”功能以邮件订阅方式创建新法快讯，接收万律最新更新的重要法
律法规，并可通过点击法规标题链接至万律数据库浏览法规全文。借助此功能，用户可轻松掌
握国家的新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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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精准的英文法律信息数据库
万律 (Westlaw China) 英文法律信息数据库的法律文献由资深法律翻译整理并进行翻译，由母
语为英语的专业人士编辑、校正。涵盖近 18,300 多篇法律法规、14 个法律专题、4,600 个裁
判要点、合同文本、评论文章、法律资讯、实务领域以及法律词汇，且相关内容仍在迅速扩充。
注 ：英文评论文章由作者提供。

万律 (Westlaw China) 英文法律信息数据库的内容严谨并精确使用专业法律用语，为全球法律
执业人士提供专业、准确的中国法律信息，使得法律工作更为轻松、高效。
中英对照模式的法律法规

提供全英文和中英对照模
式，确保翻译内容严谨并
精确使用本土专业用语

严谨的英文翻译质量保证体系
法律法规

创建术语表
确认编辑规范

翻译初稿

在翻译过程中，初
将中英文内
容进行结合
分析

选择合适的用语，确
保术语的一致性和准
确性，并实现翻译总
体符合编辑规范

外籍翻译校正稿

稿与校对稿的编译
者对翻译内容进行
不断沟通，以保证
翻译的精确性和专
业性

审校稿
由英美的专业法律人士
进行校对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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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律(Westlaw China)——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法律信息数据库
最智能的检索方式
万律 (Westlaw China) 全面实现跨库查询功能，用户仅需通过一次关键词检索即可在不同类别
的数据库下获取不同类型的法律信息。

首页即可
选择需要搜
索的法律信
息所属类型

“精确查询”和“扩展查询”功能 ：万律 (Westlaw China) 中文法律信息数据库支持精确查询和
扩展查询。在“精确查询”方式下，查询结果可根据查询关键词进行精确匹配，查询结果相对
集中并更具针对性。用户若通过“时间”或“钥匙码”及除“&”以外的连接符进行查询时，
精确查询的结果等同于扩展查询的结果。在“扩展查询”方式下，万律 (Westlaw China) 搜索引
擎将对查询关键词进行智能拆分、组合，有效扩展检索的范围和结果，匹配查询结果，使查询
结果更全面。若“精确查询”方式下无查询结果，搜索引擎将自动跳转至“扩展查询”，您可
得到更多的查询结果。
智能化“嵌入式链接”和钥匙码系统 ：万律 (Westlaw China) 对每个法律要点相关的法律法规、
裁判文书进行编辑、整合，通过其独有的智能化“嵌入式链接”和钥匙码系统 (Key Number
System) 技术，实现法律要点、法律法规、裁判文书、裁判要点等内容之间的无缝结合，帮助
您快速获取相关法律信息。

钥匙码系统 (Key Number System)
使法律检索更加省时高效
“嵌入式链接”
，将每个法律要点相
关的法律法规、裁判文书进行编
辑、整合，实现智能化模糊查询

点击链接直接定位到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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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具实务视角的评论文章及专业、丰富的法律词汇库

“连接符”查询功能 ：可在查询关键词中设置连接符，实现同句查询、同段查询、排除某关键
词等功能。在高级查询区域下方显示连接符列表。当光标位于特定查询框时，用户通过点击某
一连接符，可以将该连接符自动添加到查询框内，而无需手动输入，使得连接符的运用极为便利。

通过点击某一连接
符，可以将该连接
符自动添加到查询
框内，而无需手动
输入
自动提示该连接
符的用法

“查询路径”功能 ：提示用户到达当前页面的路径，显示进入当前页面所选的所有数据库和子
数据库名称。用户可通过点击路径链接，返回之前页面。

提示用户到达当
前页面的路径

独具“关键词跳转”功能 ：在浏览法律文献时，可实现关键词在同一法律文献内的跳转，以节
省通篇阅读的时间。( 注 ：此功能适用于以“文件”滚动方式进行浏览 )
在“ 文 件 ” 滚 动
方式浏览时可以
实现关键词跳转
功能
点击 " 关键字 "
直接定位至该关
键词在全文出现
的位置

• 及时更新的行业资讯和新法动态
• 权威精准的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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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的检索方式、定制化的服务
• 方便易用且个性化的操作界面

同义词搜索功能：在搜索关键词时，搜索引擎可自动匹配其同义词，以提供更全面的查询结果。
例如 ：用户输入“QDII”的关键词，即可同时获得包含“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查询结果。
搜 索 关 键 词 时，
搜索引擎可自动匹
配其对应同义词

快捷提交反馈意见功能：在搜索数据时，若没有得到任何搜索结果，页面将出现“提交反馈”选项。
点击该选项，系统将自动生成搜索结果问题，您可以快捷的提交反馈意见。您还可以在该页面
选填联系方式，我们将会把反馈意见的解决结果及时发送给您。

点击“提交反馈”
可快捷提交反馈
意见

定制化服务，满足您的不同需求
万律 (Westlaw China) 法律信息数据库万律时讯栏目下万律快讯功能，通过“自选菜单式”的个
性化邮件订阅形式，向您提供经过精心筛选和编辑的中文、英文、中英对照的信息和资讯。万
律快讯界面清晰明了，操作简单，便于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可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定
位所需信息，订制个人专属的资讯服务，尽享万律快讯个性化邮件订阅服务所带来的轻松、高
效的工作享受。

• 内容全面的法律法规、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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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专业分析和整合的法律专题及裁判要点
• 最具参考意义的合同文本、深度整合的实务领域和专题模块
• 极具实务视角的评论文章及专业、丰富的法律词汇库

个性化邮件定制模式下的万律时讯服务
订阅“快讯”的用户可
以通过邮件接收万律时
讯或新法快讯。万律时
讯覆盖新法快递、立法
趋 势、 审 判 参 考、 政 策
指 导、 统 计 信 息、 法 律
和财经方面的时事信息、
专家评析、律所简讯和
文 献 资 料 等 诸 多 信 息。
新法快讯便于您了解万
律数据库中最新更新的
重要法律法规。

个性化界面设置，操作一目了然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定制个性化的登录页面。
根据电脑操作系统的时区、时间进行设置。每次操作都将标有时间记录，使重复查找更快捷。
清晰、易懂的操作界面，贴近您的使用习惯。
同一窗口浏览，避免因“弹出窗口屏蔽”程序所造成的信息遗漏。
每页显示的搜索结果数量可依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并实现翻页功能，更便于阅读。
强大的保存、邮件发送、打印等功能，支持多种文件格式。在法律法规库中，新增中英双语保
存、打印、推荐功能。
用户可通过在线提交反馈表的方式，对万律 (Westlaw China) 产品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为了帮助您更便捷的登录数据库、有效管理密码，万律 (Westlaw China) 推出用户自定义密码功
能。您仅需在登陆页面点击“修改密码”，即可设定自定义的新密码。

“文件夹”帮助用户有效管理在线文件
万律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将万律数据库中的文件分门别类的保存在“文件夹”中。通过点
击“文件夹”中的文件标题链接，用户可以轻松的浏览该文件正文。
“文件夹”功能可以有效提高用户进行法律检索的效率。

“保存查询”和“记录”简化重复查询，工作更高效
“保存查询”功能帮助用户跟踪特定查询关键词的最新查询结果。
万律 (Westlaw China) 数据库用户的所有检索和浏览记录都将被保存，点击即可查阅历史浏览文
件，减少重复查找相关信息的时间，是高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方便易用的智能链接
为向用户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万律 (Westlaw China) 通过深层挖掘数据之间的关系，实现法律
法规之间、以及与其他数据类型动态链接的新功能。

• 及时更新的行业资讯和新法动态
• 权威精准的英文翻译
• 智能的检索方式、定制化的服务
• 方便易用且个性化的操作界面

法律法规通常被其他诸多文件引用，包括其他的法律法规、裁判文书、期刊文章等。这些文件
或者是该法律法规的补充性规定，亦或对该法律法规进行的应用、说明、或者讨论，对于您了
解该法律法规或者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万律 (Westlaw China) 在法律法规的法条
下提供了这些文件的链接，您可以通过友好的界面快速浏览相关信息，从而更高效地完成法律
信息搜索。通过点击

标识弹出相关信息列表，您可以浏览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

高度整合的法律法规历史版本
万律实现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多个版本的整合，以帮助您梳理该法律法规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进
程。通过点击位于法律法规标题前的 ，您可以快速浏览该法律法规的各个版本。

法律法规效力状态提示
为了帮助您更准确的判断法律法规的有效性，万律最新推出法律法规效力状态提示功能。对于
有些法规虽标示为有效，但与该法直接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效力发生变化，或该法的调整对象
已不存在等情形的，万律在法律法规标题前显示

标识及在法律法规正文页面中显示效力提

示内容，以提醒您关注此类信息。

万律(Westlaw China) vs. 其他数据库
万律(Westlaw China)

其他法律在线数据库

法律法规和行业资讯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泛，
每日更新频繁、准确

√

内容有限且每日仅有一次更新

每天增加约 15 条中文行业资讯和 10 条英文信息

√

每天仅更新少量内容

根据颁布机关和以实务为导向的法律专题进行
分类

√

仅根据颁布机关进行分类

极具实用价值的裁判要点

√

不提供摘要和裁判要点

高质量的英文翻译

√

提供的英文翻译没有经过母语为英语的
法律专业人士校对和审阅

关键词搜索和分词搜索

√

部分中文数据库仅提供关键词搜索

搜索结果同时以相关度和颁布时间进行排序

√

部分数据库仅以颁布时间进行排序

极具实务视角的评论文章

√

部分数据库文章缺乏实务性和有效分类

专业、丰富的法律词汇

√

部分数据库无法律词汇库

移动设备版万律
移动设备版万律的推出方便用户随时随地、及时了解万律数据库中更新的信息。该页面呈
现更符合移动设备的设置，使用您原有的用户名和密码，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浏览器登录
m.westlawchina.com，即可开始浏览移动设备版万律。
移动设备版万律中收录了万律中、英文库中 15 日内更新的万律时讯、最新更新的重要法律法规、
评论文章和裁判要点数据，在列表页面可以进行中 / 英文数据库的切换，在列表和文档页面均
可调整字体大小。
移动设备版万律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最新信息，如您需要进行更为详尽的数据查询，请登录网页
版万律 www.westlawchina.com 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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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
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法律信息提供商，也是极具权威的法律文献及图书出版集团。我们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法律法规、商业信息和新闻的在线信息平台数据库，以及协助律师和会计师进行
执业管理的智能软件。自 2002 年在中国正式设立办事处以来，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一直服务于来自法
律、税务、会计、知识产权、法规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政府部门，并为他们提供智能的、贴近实际
工作的产品和专业服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 www.thomsonreuters.cn
官方微博 : 汤森路透 _ 法律

欲了解更多，请联系我们：

电话：+86 10 6627 1288 / 5760 1200（北京）
+86 21 6104 1703 （上海）
销售代表邮箱：westlawchina.marketing@thomsonreuters.com
info.china@thomsonreuters.com
客户支持邮箱：westlawchina.support@thomsonreuters.com
网址：www.thomsonreuterslegal.com/.cn
www.westlawchina.com
www.westlaw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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