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府网站变脸

推出“无障碍浏览”功能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圣）

界面

可放大缩小，对比度可自行调节，使

用快捷键直接进入栏目……日前，

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推出了“无障

碍浏览”功能，以方便残障人士和

有特殊需求的人士更便捷地获取政

府网站发布的各类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用户打

开市政府门户网站后， 在网页右上

角顶端，有移动门户、盲人版、英文

版、 法文版和无障碍浏览等多个版

本可供选择。 点击“无障碍浏览”

后，网页随即切换，在网页顶端就出

现了 “数字键盘”、“文字放大”、

“文字缩小”等人性化选项。

“无障碍浏览的功能推出不

久， 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整、 完善之

中。” 市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办相关

负责人透露，下一步，这一功能可能

会和盲人版实现整合， 推进信息交

流无障碍化， 使得网站能够更好地

服务于全部政府服务对象， 方便于

公共更好地参与。

混合车道亮相

ETC过站不用拔卡

昨日零时， 成自泸高速成都主

线站、成温邛高速温江北站、绕城

高速大件站等9个收费站开始使用

混合车道，这种混合车道可以同时

实现ETC和人工收费两种功能。

昨日，当王先生来到高速入口

时，他发现车道上挂出了“ETC� 人

工”字样的指示牌，一时有些分不

清楚： 一直以来，ETC车道和人工

车道不都是各走各吗。“混合车道

是刚刚设置完成的。”省高速公路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去年10

月初，四川高速路使用ETC系统开

始，已经7个月左右了，这次是最大

的一次升级改造。

据了解， 目前大部分主线收费

站和部分匝道收费站都设置了ETC

专用道，ETC车辆通过时，不用停车

就能完成路径识别和通行费扣取。

部分收费站没有专用车道的，ETC

车辆就需要从人工车道通行， 不管

是入口还是出口， 都需要来回两次

拔卡插卡。针对这种情况，省交通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前期测试、方

案比选，“混合车道” 终于亮相。在

人工车道加装小型ETC天线， 同时

进行了软件改造。 这样可以直接读

取ETC车辆信息，收费员确认后，收

费栏杆就会抬起放行， 驾驶员甚至

不需要摇下车窗。 但由于混合车道

是人工和ETC收费两种系统并行，

所以车辆必须停车，只是无需拔卡。

作为测试站， 成自泸高速成都

主线站、成温邛高速温江北站、绕城

高速大件站最早采用混合车道，目

前已经完成测试投入试运行。 据了

解， 混合车道一期工程将于近期完

成， 车道将覆盖绵广高速、 雅西高

速、西攀高速、广邻高速、内宜高速、

隆纳高速、都映高速、遂回高速、成

都绕城高速、成南高速、成渝高速、

成雅高速、成乐高速、成温邛高速、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 乐宜高速等高

速公路的26个收费站104条车道。

此外，ETC还在积极进行全国

联网的准备。按照工作计划，四川

高速将在今年6月做好联网的接入

准备，预计今年年底前实现全国联

网。到时，一张ETC卡就可以带你

全国高速公路畅行。 同时，ETC的

储值卡也在酝酿之中，丰富ETC的

产品体系。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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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告食药监局

局长出庭应诉

“以前行政机关大都将案子甩

给律师， 负责人不来或者仅来旁听

一下。”但昨日，易女士在状告武侯

区食药监局一案开庭审理时， 她见

到了该局局长李春绪， 这打破了她

此前对庭审的印象。

“告官不见官”一度是行政诉

讼案件审理的一个现象。 今年5月1

日起施行的新《行政诉讼法》规定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

诉”，有望杜绝此类现象。昨日，在

武侯法院开庭审理的这起行政案件

中， 身为武侯区食药监局局长的李

春绪主动到庭， 陈述该局作出的投

诉举报结果反馈书等情况， 并表示

出庭应诉有助于依法执政。

据了解，该案也是新法实施后，

武侯法院审理的第一起行政首长出

庭应诉的案件， 该院进行了微博直

播。

武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冉彤， 是四川川卓律师事务所主任。

这是一家个人律师事务所。按照目前全国

律师事务所设立的通行做法，成立律师事

务所只需要司法行政部门的许可，不需要

再进行工商登记，但冉彤希望能将事务所

申请办理为“公司”，希望律师事务所能

统一到工商登记这条道上来。

由于有司法部的规范性文件等明确的

规定， 金牛区工商局拒绝了冉提出的要求。

在进行企业名称预告核准受阻后，冉彤一纸

诉状，将金牛区工商局推上了被告席。

这起行政诉讼即将开庭前， 冉彤看

到， 最高法院最新发布了新 《行政诉讼

法》司法解释，当中首次规定法院在行政

诉讼中可对俗称“红头文件”的规范性文

件的合法性予以审查认定。

昨日， 冉彤赶紧增加了诉讼请求，请

求金牛法院对司法部1990（056）号文件

合法性进行审查，因为，该文件明确，律师

事务所无需进行工商登记。

申请法院审查“红头文件”

或为四川第一人

昨日一早，冉彤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金

牛区人民法院门口。 在该院诉讼服务中

心， 冉彤提交了一份补充诉讼请求申请。

申请内容很短， 包括冉彤的签名在内，不

足百字：“请求法院对司法部（1990）056

号文件《关于律师事务所不应进行工商登

记的通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冉彤能够补充这一诉求的依据，源于

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释首次明确，法

院可在判决书中阐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 也就是直接认定它合法还是不合法。

同时， 法院还可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

议，并可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

上一级行政机关。接受媒体采访时，最高

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做了进一步补

充：“所谓规范性文件，也就是我们日常所

俗称的‘红头文件’。”

“（向法院提请审查‘红头文件’），

我可能还是四川第一人。在这之前，行政

相对人往往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

讼。像‘红头文件’这样的抽象行政行为，

则完全没有法子。”冉彤说。

律师事务所想转为公司

那样税率将降低不少

冉彤表示， 将律师事务所进行工商登

记，他有自己的现实考量，“首先税率不一

样。以川卓律师事务所为例，完成工商登记

转为有限责任公司后，税率将降低不少。此

外，国家对微小企业还有众多扶持性政策。

这一块，个人律师事务所也享受不到。”

此外，冉彤还表示，有限责任公司和

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责任承担

上。“个人律师事务所承担的是无限责任，

税率却更高，显失公平。”冉彤提出，由于

无法进行工商登记，律师事务所甚至连独

立的市场主体资格都不具备。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 去年10月13日，

冉彤向金牛区工商局进行企业名称预告

核准时，拟申请办理“四川川卓律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局驳回了冉彤的

申请。此事历经行政复议，金牛区政府维

持了工商局原行政行为。冉彤最终一纸诉

状，将金牛区工商局推上了被告席。

新 《行政诉讼法》 及司法解释的实

施，则让冉彤看到了另外一层希望。“工商

部门驳回我的申请， 主要依据司法部

（1990）056号文件。该文件明确律师事务

所不应进行工商登记。同时还将律师事务

所定性为事业单位，这已和当下的经济社

会发展不相吻合。最高法院明确，法院可

对‘红头文件’进行审查后，我当即决定

对司法部这一 ‘红头文件’ 一并提请审

查。”冉彤说。

司法部有明确规定

工商部门依法行政

据了解， 国内的律师事务所目前共有

三类，合伙律师事务所、个人律师事务所和

国家出资的律师事务所。 一个律师事务所

设立并运转，证照方面只需要两样东西。一

是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另外，则是税务部门颁发的《税

务登记证》。和普通企业相比，律师事务所

少了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答辩状中，金牛区工商局表示，此前

该局驳回冉彤有限责任公司名称预先核

准申请行为正确。其中，司法部（1990）

056号文件正是工商部门最主要的执法

依据。此外，工商局方面还表示，《律师事

务所管理办法》也明确，律师事务所拿到

执业许可后，就取得了主体资格，可以合

法从事相关业务，无需办理工商登记”。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金牛区工

商局法制科相关负责人再次重申了立场，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依法行政！”

冉彤将行政起诉状发布到网上后，

也引起了律师群体们的关注。 在冉彤看

来，“增加工商部门这个婆婆，主要是为

了进一步明晰律师事务所的身份， 也借

此明确律师事务所合法的市场主体资

格。这对律师事务所未来的发展，意义深

远。”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摄影报道

司法部“红头文件”合不合法？

律师申请金牛法院审查

国家部委“红头文件”是否合法

基层法院可认定

1

、 基层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国家

部委“红头文件”？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王

成栋表示，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

关，有权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

作出裁判，哪怕是基层法院 ，其代表

的也是国家审判权，只要是法律规定

的审查对象，法院就有权依法审查。

2

、“红头文件”是否会反复审查？

“红头文件 ”是否可能存在被反

复审查，有的法院认为合法 ，有的法

院认为不合法？对此，王成栋表示，行

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此已有规制 ，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 人民法院不

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

裁判理由中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

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

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

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

机关。而制定机关作出纠正后 ，原有

的规范性文件也就失效。这也就可避

免同一个“红头文件”被反复审查。

新闻背景

“当时，省内好些学校还来学习过我

们，但最终都没有坚持下去。”林建东告

诉记者，他下来也打听了原因，大部分都

是因为遭到了家长和老师的反对，“还是

那个理由———时间紧，学习任务重”。

但在20中，这项规定却一直延续了

下来， 并成为了学校的 “劳动课”。其

中，高一40个课时，高二30个课时，高三

15个课时。

由此，成都20中也成为了城区唯一

一所停课打扫校园清洁的学校。 目前，

成都市其他学校普遍采用的是雇佣清

洁保洁公司对校园定期打扫的模式，学

生则在放学后对教室、 过道等进行清

扫，不会停课。

对学生打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

校要求，学生推垃圾车不能倾倒垃圾，要

把垃圾袋一袋一袋在垃圾房放好， 以便

清洁工人进来收拾；给垃圾桶换垃圾袋，

袋口覆盖垃圾桶的深度达到８厘米，追

求整齐美观。“大概这么长。” 高二（8）

班学生杨沁雪比了半个手掌的距离。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要求，指导学

生做好身边事、细小事，教给学生智慧的

做事方式，务实的工作态度。”胡铃冬说。

相对家长的质疑，昨日接受记者采

访的学生对停课打扫清洁都表示支持。

“三天时间看上去有点长， 但只要自己

安排好学习进度， 我觉得也没什么影

响。”高二学生刘威说。学生赵霖睿则告

诉记者：“劳动课累是累，但感觉还是收

获了不少。”

记者从学校了解到，昨日，胡铃冬

已经给这位家长写好了回信。 在回信

中，他表示这一传统绝不会因为升学压

力而发生改变。“我们要坚持引导学生

关注星空，也关注大地；关注学业，也关

注生活；关注能力，也关注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停课三天 打扫校园

家长：眼看要考试，可否不停课？

校长：既要关注星空，也要关注大地

20中20年传统 遭遇家长质疑

上课铃响了。成都20中高二（8）班的学生却没有进教室。全班学生穿上了绿背心，有的拿扫帚，有

的拿拖把，有的推起了垃圾车，开始打扫校园。从昨日起，他们将全部停课三天，专职负责校园卫生。

记者从20中了解到，这是该校延续了20年的传统。但这一传统最近却遭遇了家长的质疑。一位高

二学生家长致信校长胡铃冬，表示当前高二学生正在备战“零诊”考试，希望能够将停课打扫卫生的方

式变为放学后打扫，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给学生复习。昨日，胡铃冬也致信家长，表示传统不会变，“因为

我们要引导学生关注星空，也要关注大地”。

上周末，高二（8）班学生家长邓先

生从孩子那里得知，这个星期要停课三

天打扫校园，心里就有些不舒服。思前

想后，他决定给校长写一封信，谈谈他

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知道学校有这个传统，娃娃高

一时也曾轮过值。但现在已经进入高二

阶段，情况就有些特殊了。”邓先生说，

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高二年级就将迎

来成都市统一诊断性考试“零诊”。“学

生和老师都非常重视这次考试，因为这

算是高考前的第一次大历练，所以平日

里学习都安排得很紧张。 等上了高三，

可能更是争分夺秒了。”

在信中， 他向校长提了一个建议：

“针对高二和高三年级， 学校是否能将

停课打扫清洁这一方式调整为午间或

放学后打扫，这样就不用耽误正常的学

习时间。”

“其实不只是我，好些家长对学校

这种做法也有意见。”昨日，邓先生在电

话中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接信后，高二（8）班

班主任彭金龙老师通过QQ向全班家长

征询意见，有34位家长回复，其中有6位

家长和邓先生的意见一致。

“我觉得组织学生打扫清洁很好，

但在时间安排上可以根据学生学习的

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遇到‘零诊’考试

这样的重要节点，可以暂停，考完补做

就行了嘛。” 一位家长这样发信息给彭

老师说。

面对家长的忧虑，胡铃冬并没有感

到意外。他告诉记者，自1996年学生停

课打扫清洁这一制度建立以来，就遭遇

过家长、学生，甚至包括老师的质疑和

反对。

时间倒回到1996年，时任20中校长

的林建东在教职工大会上提出这一构

想。 昨日，72岁的林建东在电话里向成

都商报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形。“那时，

独生子女开始多起来了， 家长都宠得

很，在家里基本不做家务———你看放学

后学生打扫教室的情况就看得出来，扫

帚都不会握。”

林建东没有想到， 家长还没先说

“不”，许多老师就率先反对，理由都是一

样：“课程太多，时间不够，耽搁学习。”

“学校不是只教学生读书的地方，学

生也要学习掌握劳动技能。而且，这还不

单是学技能那么简单。它其实是传递一种

理念，学生是校园的主人，有责任维护校

园的清洁———这是在培养他们的主人翁

精神和责任意识。”林在教职工大会上多

次给老师做思想工作。但部分老师还是消

极抵触，表现就是不愿主动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班级。这时，林建东又做了一件让

老师哗然的事———他钦点了高三最好的

实验班来当第一个“清洁班”：“就算是

少考几个北大清华， 为了学生今后的发

展，我都要把这件事做下去。”

“班上好多学生和家长都不高

兴。”当时的实验班班主任李瑾回忆说，

那时，高校还未开始扩招，即便是实验

班， 能够考入大学的也不像现在这么

多，“升学压力非常大， 周六都在上课。

这时说要停课搞劳动，大家都不理解。”

她只有给学生和家长反复做思想

工作。“但这些学生最后让我非常感

动。”她说，学生连学校阴沟的石板盖盖

都翻了起来，把里面的污泥全部铲出来

倒掉。“后来，我这些毕业的学生回来看

我，说，李老师，在20中的三年，劳动课

是我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家长质疑 停课扫校园 耽误了学习时间？

茛

20年传统 学生不会用扫帚 萌生“停课扫地”构想

校长回信 不因升学压力改变 传统仍将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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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家长认为， 高二

学生正备战“零诊”考试，

希望能够将停课扫地的方

式变为放学后打扫， 以腾

出更多时间复习。

家长

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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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接受记者采访

的学生都表示支持：

“三天时间看上去有

点长， 但只要自己安排好

学习进度， 我觉得没什么

影响。”“劳动课累是累，但

感觉还是收获了不少。”

学生

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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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校园卫生交给学生

停课打扫， 在现在的学校

已经不多见，

20

中在

20

年

里， 这一传统也遭遇了多

次观念的冲击， 对于家长

们的反对和学校的坚持，

你更赞同哪一方的观点？

欢 迎 拨 打 商 报 热 线

86613333-1

，参与讨论。

热线

大讨论

停课扫校园

大家来说说

20

中学生穿上了绿背心，开始打扫校园

法院向冉彤出具的收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