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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司法拍卖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处置拍卖财产,充分满足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具有优良的法律
和社会效应。但是网络司法拍卖也有着一定的风险,为规避风险,还需建立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以提高
司法拍卖效率,为网络司法拍卖的有序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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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judicial auction is a market-oriented way to dispose auction property, which ful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has excellent legal and social effects. However, the online
judicial auction also has certain risks. In order to avoid risk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judicial auc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online judicial 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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