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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度3D实景家装节

20

社会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元度3D实景家装设计完成后5分钟内就生成详细的彩色施

工图纸，细到颜色、尺寸、工艺都详细标注清楚，确保施工无误。

同时，现场精益工程施工，六大标准体系保障，成都商报全程监

督施工，加之上万平方米展厅内的出口主辅材的质量保证，装修

一次真的能管一辈子。

验收实景再装修，首届“元度3D实景家装节”邀你

免费3D设计，签单送家具，

10万免单不限量，拨86787589参与

元度3D实景家

装是什么？

■3D实景设计， 看清入

住实景效果再开工

■个性整装服务， 还送

家具真正拎包入住

■预算等于决算， 装修

入住价格一目了然

■精益工程施工， 装修

一次真能管一辈子

参与本次活动

有啥好处？

■免费3D设计， 作品来

参赛，最高赢3万元

■签单送家具，45%配

比，花10万送4.5万

■大奖自己摇，10万元

装修免单，不限数量

■装修全程无忧， 成都

商报等主流媒体监督

时至今日还被平面图、效果图忽悠，完全是咎由自取，落伍就是落伍，与设计师

无关。传统设计的平庸，造成了装修不能自主、效果图的假想、导致所见非所得，最

终由业主承担一切后果。

其实，很感谢3D设计的到来，让家居实景更真实可见，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设

计，坦然接受并亲临体验！以免在装修中写就一篇大错的文章，浪费了材料、浪费

了金钱和精力。

这样的失误还可以挽救，这是今后的装修方向。家装设计，进入3D时代。

设计虽易，3D不易，且有且珍惜！

就在4月20日，中国首届“元度3D实景家装节”开幕，免费3D设计体验，签单

送家具，个性整装低于市价40%，更有10万装修免单大奖不限量。届时，巨星亲临，

见证 “验收实景再开工， 眼见为实做家装” ……快拨86787589， 或登录www.

home.chengdu.cn元度家居汇专区报名。

首届“元度3D实景家装节”旨在让装友

体验到中国家装革命性产品———3D实景设

计，一项颠覆平面设计传统的高科技设计软

件系统。像看电影一样看清楚装修后的真实

全貌再开工。 比传统家装更具整体效果，更

直观可见；比套餐家装更具个性风格。

而这样高科技的3D设计对成都商报

装友全部免费， 而且自动参与设计大赛，

获一等奖再赢3万元免单。快报名预约，仅

限300户，先报先得！

开创性3D设计，装修不再凭想象

目前市面上的装修报价其实都是基

础装修造价， 而元度3D实景家装报给你

的是真正的入住价。设计完成后分分钟内

马上生成详细预算，甚至连开关面板五金

件和需要多少颗螺丝钉都算出来，还送家

具。不玩噱头，这才是真正的拎包入住。而

且保证预算=决算，只有元度3D设计系统

敢给你这样的承诺。在设计过程中无论你

修改任何环节，都可以立马自动修改详细

预算表，电脑计算零差错。

设计立马出预算，报的是入住价格

材料工艺过硬，装修一次管一辈子

4月20日活动现场，神秘巨星亲临。巨星登场当然要有巨额

补贴，3D实景家装“好而不贵”，低于市价至少40%。元度家居汇

专供建材、品牌家具，主材工厂价让家装低价有道理。

同时， 活动期间还特别给予签单送合同金额45%配比的家

具现金券。更有10万装修免单大奖不限量，装友自己摇。

(

曾婷、张玮

)

巨星亲临，巨额补贴，装修好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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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法院行政审判的“去地方化”

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一些问题，仍

需要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并解决。

广安中院行政庭庭长李勇直言，此次

改革并未实现完全的“去地方化”，前锋区

和武胜县法院仍管辖本地的行政案件。李

勇说， 他们已考虑在下一步改革中解决这

一问题， 比如将前锋和武胜两地的行政案

件也指定给异地法院来办理。

还有当事人到异地法院起诉带来的

诉累问题， 必然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

本。对此，两个办案法院的做法是，大力

推行巡回审判制度， 将开庭地点设在原

告所在地或被告所在地。 人民陪审员的

使用也是个问题， 是用办案法院的人民

陪审员还是涉案地区的人民陪审员？

此外，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改革的法律

依据还有所缺乏。据了解，根据我国行政诉

讼法， 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我国著

名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介绍，目前，修改

中的行政诉讼法草案规定“高级人民法院

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

辖第一审行政案件”，一旦通过，会解决法

律依据问题。李勇希望，根据试点的效果，

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的范围可以更宽更彻

底， 比如目前广安中院审理的一审行政案

件可以指定给其他中院来审理。

新一轮司法改革已拉开大幕，改革力度空前，业界和社会充满期待。此轮改革将围绕两大重点展开：一是，外部去地方化；二是，内

部去行政化。

何为司法地方化？简单说来，是我国司法辖区和行政辖区高度重合，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高度依赖地方，办案自然也容易受到地方的

影响和干预。何为司法行政化？即法官检察官办案，内部程序上却要由院、庭等行政领导审批，出现判案者不审、审案者不判的问题。

为破解这些司法难题的改革已悄然进行着。四川广安两级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已开始去地方化改革试点，对行政案件实行

异地审理，排除地方干扰；而广东珠海横琴新区开始大胆试点去行政化改革，取消民事、刑庭等建制，不再有庭长，法官判案自己做主。

成都商报记者分赴两地深入采访，剖析其改革模式，探究改革背后的问题和思考，以记录并见证这场重大司法改革。

广安试水“民告官”案异地审理

试点将满一年，案件数量翻倍，但行政机关败诉率还偏低

一起行政纠纷

本地没能立案 跑到异地立了案

2月24日，60岁的广安市邻水县城南旅馆法定

代表人吴晓初带着四五名员工， 赶赴约70公里外

的前锋区法院。此行，他到前锋区法院异地起诉一

起行政官司，被告是邻水县的行政部门。这之前，

他曾在邻水县法院打行政官司，但没能立案。

吴晓初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 这场历经数年

的行政纠纷， 缘起于他在邻水县经营的城南旅馆

的权属问题。

吴介绍，城南旅馆是1980年初由城南乡200多

户农民自发出资成立的集体企业， 并取得了企业

登记。自1999年6月，吴晓初任城南旅馆负责人至

今。由于背后牵涉权属争议，2008年，当地镇政府

决定将城南旅馆收归城南乡企业办公室。对此，吴

晓初和村民们有异议。2012年10月9日，邻水县工商

局注销了城南旅馆的营业执照。

接下来，吴晓初以工商注销违法为由，将对方告

到邻水法院。吴晓初说，法院不予立案，理由说城南

旅馆已被注销，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吴晓初又走行政复议途径，上级部门认为，邻

水县工商局注销城南旅馆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

属依法行政行为。

就在此时， 广安中院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

试点启动， 邻水县的行政案件将全部由前锋区法

院审理。吴晓初称自己“看到了希望”。

2月24日， 吴晓初和几名员工到达前锋区法院。

“考虑到他们从70多公里外的邻水县赶来， 为了减

少当事人的诉累，我们当天就进行了审查，并认为符

合立案条件，当天立案。”该院行政庭唐庭长说。

虽然跑了路，但能够顺利立案，吴晓初说自己很

满意，“不管判决结果如何，至少有了说话的地方。”

3月28日，前锋区法院审理此案。庭上，吴晓初

一方和被告方都当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试点异地审理

从“拿到烫手”到“要大胆地判”

这一变化，得益于正在广安法院系统试点的一

项重大改革。 据广安中院行政庭庭长李勇介绍，

201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

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广安

中院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试点法院。

广安中院确定前锋区法院、武胜县法院为集中

管辖法院。具体为：前锋区法院集中管辖广安区、前

锋区、华蓥市、邻水县区域内的行政诉讼案件；武胜

县法院集中管辖武胜县和岳池县区域的行政诉讼

案件。这样一来，可以让行政诉讼免受本地干扰。

试点即将满一年，效果如何？李勇庭长提供了一

组数据：2012年， 广安两级法院受理行政案件116件；

2013年改革元年，该数字增加至236件，翻了一番。前

锋区法院张副院长的感受是， 以前受理行政案件，法

院一般不轻易立案，“拿到烫手”。现在，“只要符合法

律规定，法院就会立案，没有了地方的干扰和影响。”

审判效率也提高了。2013年，前锋区法院共受

理案件172件，审结166件，审结率高达96.5%。“这

是明显的进步。”李勇庭长介绍，以前因为受到较

多的外部干预，案子往往久拖不决，现在更有希望

在法定审理期限内结案。

第三组数据是“行政机关败诉率偏低、协调率

达65.6%”。去年前锋区法院审结的案件中，作出维

持判决20件、确认违法1件、驳回诉讼请求23件、不

予受理12件、驳回起诉1件、相对人撤诉86件。其中

撤诉的86件案件中， 相当一部分是行政机关认识

到了自己存在问题，重新作出了处理。

行政法官们也注意到：目前，行政案件立案更

顺利了， 但案件的判决率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败诉

率还明显偏低。对此，李勇庭长指出下一步继续探

索的方向，“今后应当提高判决的比率， 该判被诉

机关败诉的，要大胆地判。”

文达荣，武胜法院行政庭庭长，从事

行政审判工作已有五六年。 说到改革前

审理行政案件的感受，文达荣直言不讳，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大部分案子在

法院判决之前都被“协调处理”了。

前锋区法院行政庭唐庭长也有同感。

他说， 以前被诉的行政机关总有这样一个

心态，大家都是一个县的，法院就是当地政

府的一个部门，“老百姓告了我， 你法院还

喊我来应诉， 法院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

好。”长久以来，法院把告当地政府的案子

看成是“烫手山芋”，不敢立案，甚至主动

汇报。

此次改革后， 武胜法院负责审理岳

池县和武胜县本县的行政案件。 文达荣

说，目前，对于岳池县的案子，法院基本

上不会受到该县党委、政府的干预，法院

该审就审，该判就判，相比于审武胜本县

的行政案件，胆子要大些。

武胜县法院分管行政审判的李副院

长说，去年试点开始，武胜县法院半年受

理岳池县的行政案件和受理武胜本县全

年的行政案件数量差不多，“对本地案件

心理还是有一些障碍。”

采访中， 前锋区法院和武胜县法院行

政庭及分管领导都坦言，改革后，还是有外

地行政机关通过各种关系来协调。 不过，广

安中院试点开始就要求试点法院大胆受理

大胆裁判，后来，找关系来协调的就越来越

少了。

日前，岳池县畜牧局副局长姚龙，亲

自出庭坐到了武胜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被

告席上，参加异地审理。

2011年10月， 岳池县畜牧局的包片兽

医张某为养殖户唐某饲养的两头母猪强制

注射了防疫苗。几天后，其中的一头母猪流

产，另一头母猪难产，养殖户认为，这是因

注射疫苗不当引起的， 于是将畜牧局告到

武胜县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其损失8万元。

这起案件在武胜县法院异地受理并

审理。 姚龙说， 在养殖户起诉到法院之

前，岳池县党委、政府已经介入该案的处

理，前后两次主持协调，对养殖户也进行

了一定的补偿，但对方还是不满意，一定

要提起诉讼。

接到武胜县法院的传票后， 岳池县

畜牧局决定应诉， 并由副局长姚龙亲自

出庭。姚龙坦言，如果放在以前，案件由

岳池县法院管辖， 他们一定会按照惯常

思维，找当地政府协调处理，尽量不走诉

讼途径。但现在跟异地法院“说不上话”

了，只有摆正心态，积极应诉，局上决定

让他亲自到法院参加庭审。

姚龙说，在法庭上，他一直向养殖户

解释法律依据，但对方还是不认同。目前，

该案经武胜法院一审和广安中院二审，确

认该畜牧局注射疫苗的具体行政行为合

法，驳回了养殖户的诉讼请求。结案后，姚

龙轻松了许多，其实行政机关被起诉也是

正常的事，正常心态应诉就对了。

审异地的更大胆 审本地的仍有心理障碍

一个对比·行政庭法官

跟异地法院“说不上话”了 副局长出庭应诉

一种变化·行政机关

2014年2月24日，广安

邻水县60岁的吴晓初老人

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他奔

走了几年的一起行政纠

纷， 终于在几十公里外的

异地法院———前锋区法院

顺利立案。在此之前，这起

官司在他所在的邻水县没

能立案。

吴晓初老人的经历得

益于一场重大司法改革试

点———俗称“民告官”的

行政案件实行异地审理。

2013年初， 最高人民法院

下发《关于开展行政案件

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

通知》， 决定在部分中级

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

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

作。去年5月，广安中院被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为试点法院， 正式拉开试

点大幕。

试点近一年来， 行政

案件数量翻了大致一番的

数据， 表明了试点取得的

效果。 但是否就排除了地

方干扰？ 试点工作遇到了

哪些问题？如何完善？……

日前， 成都商报记者赴广

安展开了深入调查采访。

受访专家认为，司法改革的“去

地方化”改革选择从行政审判破题也

许是最好的， 行政审判都能解决了，

其他案件就更好解决了。

开

栏

语

异地管辖范围

可以更宽更彻底

“关注司法改革”上篇———去地方化改革

前锋区法院借用邻水法院法庭巡回审理当地行政案件

一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