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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
道：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广州市商务发展“十四
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指出，广州将打造国际大
都市“一带两区一轴”世界级消
费功能核心承载区；推动 75 公

里珠江两岸全线贯通，重点培育
25 个产业价值园区，打造珠江
世界级消费服务业发展带；沿珠
江前航道建设城市中央活力区，
打造更高能级、更多功能、更强
黏度的全球高端功能引领地、国
际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地。

广州市2021年度行政诉讼
白皮书显示，2021年，广州市各
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2494件次，同比大增66%，再创历
史新高。此前，这一数据也呈逐
年上升态势：2020年，广州市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1502件次，同
比增长43.18%；2019年，广州市
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案件数同比跃增125.38%。

在我国，被称为“行政诉讼第
一案”的“包郑照一家诉浙江苍南
县政府强制拆除案”中，苍南县县
长黄德余出庭，成为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的“第一人”。

过去，对一些行政机关负责

人来说，不愿意出庭应诉的原因
比较多，包括“厌讼”观念（坐被
告席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
担心败诉、公务繁忙、出庭了不
知道说什么等等，“告官见官”存
在着现实障碍。

2014 年，行政诉讼法修订
时增加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
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
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
作人员出庭”。2020年 6月，最
高法发布《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明
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定义和范围，确保负责人出庭应
诉制度的正确适用，同时明确人

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的案件，保障重大案件行
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实际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的好处显而易见——能
够促进行政机关及时主动纠正
违法行政行为；有助于提高案件
解决的实效性，从而有利于实质
性化解行政争议；出庭应诉本身
是一堂依法行政的法治课，有利
于今后让行政权力更加规范运
行；等等。

广州“告官能见官”案件数
量的逐年增多，本身体现了广州
依法行政水平的不断提高。此
外，它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州

市被诉行政机关实质性化解行
政争议的担当作为态度。

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广州市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
问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磊对此也
表示：“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逐
年上升，反映了行政机关对于行
政应诉工作的重视，也为实质性
化解行政争议奠定了好的基
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参与庭审全过程，既是依法履行
诉讼义务，更是‘以案学法’的实
践课，对于领导干部增强法治意
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
能力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董柳·

“告官能见官”体现法治广州的观念水位

广州市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及十大典型案例公布

民敢告官 案件数居全国前列
官能出庭“告官见官”创新高

《广州市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出炉

75公里珠江两岸“剑指”
世界级消费服务业发展带

羊城晚报讯“公参民”脱钩
的政策下，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学
校选择民办道路，更名为广州天
省实验学校（简称“天省”）。不少
家长关切，未来天省的路将如何
走？近期，家长圈内还有传言称

“天省投资方将整体卖出学校”。
16日，记者从该校董事长莫道明处
获悉，上述传言不实，投资方不会
卖出天省，为进一步提升办学水
平，天省近日还迎来了新校长——
广州中学原校长彭建平。（蒋隽）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张东、徐青周报道：“最
强降水”袭城，广东大部在过
去 一 周 天 天 和 雨 水“ 打 交
道”。受 15 日起南下的冷空气
影 响 ，广 东 不 少 地 方 气 温 下
降，广州观测站在 16 日早晨还
录 得 17.1℃ 的 低 温 。 惊 喜 的
是，此前预报或在 5 月 17 日才
露脸的太阳提前在 16 日下午
便“返岗”，“广州蓝”雨后首

现，吸引市民纷纷打卡。
据气象部门 16 日预计：17

日，广州市区多云到晴，气温
16℃~27℃；18 日，广州市区多
云，气温18℃~28℃；19日起，广
州市区云量增多偶有阵雨，当日
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
19℃~28℃。展望 5月 20日后，
广州或又迎来一轮因高空槽切
变线影响形成的中雷雨局部大
雨或暴雨过程。

16日，广州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发布广州市 2021 年
度行政诉讼白皮书及十大
典型案例。数据显示，2021
年，广铁两级法院新收各类
行政案件 23805 件，审结
22463件，办理行政案件数
量仍居全国、全省法院前
列。广州市各级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 2494 件
次，同比大增 66%，再创历
史新高，多位区政府和市级
政府部门行政负责人出庭
又出声并促成一批案件协
调化解。

广铁两级法院自 2016
年起集中管辖广州地区行
政案件。数据显示，2021
年，因非诉执行审查案件大
幅减少，广铁两级法院新收
行政案件总量同比回落
13.37个百分点。新收一审
行政诉讼案件中，涉城建、
基层执法和社会保障三个

领域案件居前三位，占比达
77.25%，同时不乏一批涉
科技“领军人才”资格认定、
新型研发机构资格撤销、濒
危野生植物制品海关处罚、
危险废弃物处理代履行以
及“人脸识别”登记错误等
新类型案件。全年，一审判
决行政机关败诉883件，败
诉率为 13.95%，以行政强
制和行政协议类案件居多。

2021年，广铁两级法院
审理行政赔偿案件 98 件，
一审判决行政机关赔偿相
对人合法损失 2948 万元；
积极探索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的最优路径，全年共有
1035 件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通过调解撤诉方式结案；深
入推进行政案件繁简分流
改革，以速裁程序审结行政
案件占比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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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30 日凌晨 4
时许，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道
海中东约 82-1 号居民楼下发
生电动车起火事故，杨某明闻
讯起身参与施救扑灭火灾，因
吸入烟尘导致呼吸系统受损。
同年12月25日，中南街道办事
处为杨某明救火事迹颁发荣誉
证书，并发放奖励金 300 元。
2019 年 3月，杨某明向广州市
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申请确认为
见义勇为人员并主张经济补助
和奖励。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
分局向中南街派出所核实了杨
某明的救火事迹。2019 年 4
月，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向
杨某明发放慰问金 10000 元。
但因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组
建的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尚
未制定该区的见义勇为确认办
法，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

受理该申请事项后既未审核上
报，亦未向杨某明作出书面答
复。杨某明不服，诉至法院。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
审认为：根据《广东省见义勇为
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广州市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
办法》相关规定，广东省、广州
市及市内各区三级人民政府均
应当成立见义勇为评定委员
会，负责见义勇为的审核确认，
各级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均应
当制定审核确认办法并向社会
公开。本案中，广州市公安局
荔湾区分局受理杨某明的申请
后未及时审核上报，广州市荔
湾区人民政府组建的区见义勇
为评定委员会尚未制定审核确
认办法，导致无法对该申请事
项作出处理，均未依法履行各
自相应的法定职责。据此判

决：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在判决
生效后六十日内对杨某明的见
义勇为确认申请事项作出处
理。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
均未提出上诉。广州市公安局
荔湾区分局、广州市荔湾区人
民政府已按行政判决主动履行
法定职责，审核确认杨某明为
荔湾区见义勇为人员。

法官表示，见义勇为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法治政府
是责任政府，权责一致是法治
政府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通
过依法公正审理不作为行政案
件，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见义勇为
审核确认法定职责，加强了见义
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旗帜鲜明地
弘扬了友爱互助和公正法治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构建
法治政府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9 年 12 月 24 日，广州
市越秀区辉煌大厦业主委员会
（以 下 简 称“ 辉 煌 大 厦 业 委
会”）书面通知全体业主，决定
采用书面征求意见形式召开临
时业主大会，表决重新选举业
委会委员等议题。广州市越秀
区人民政府白云街道办事处
（以下简称“白云街道办”）获
知上述情况后，多次通知辉煌
大厦业委会暂停采用书面征求
意见形式召开临时业主大会，
并要求业主电子投票表决是否
同意解散辉煌大厦业委会。

2020年 6月 19日，辉煌大
厦业主大会向全体业主公告，
临时业主大会已表决通过选举
第二届业委会等议题，同时对
第二届业委会委员选举结果予
以公告。同年6月 24日，辉煌
大厦第二届业委会向白云街道
办提交备案申请及相关材料。

同年8月 21日，白云街道办作
出《关于辉煌大厦业主委员会
备案事宜的答复》，认为辉煌
大厦业主在被要求表决解散业
委会事项期间，无法定换届事
由组织换届不合法；辉煌大厦
已建立电子投票数据库，应当
采用电子投票形式召开业主大
会，不同意辉煌大厦第二届业
委会的备案申请。辉煌大厦业
委会不服，诉至法院。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
决：撤销白云街道办作出的被
诉《关于辉煌大厦业主委员会
备案事宜的答复》；责令白云
街道办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五日内对辉煌大厦业委
会的备案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白云街道办不服，提出上诉。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
审认为，辉煌大厦业委会通过
书面征求意见形式召开临时业

主大会，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
业主委员会，并提交相关资料
向白云街道办申请对新产生的
业主委员会进行备案，该街道
办事处应当依法对辉煌大厦业
委会提交的备案资料是否齐
全、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
查，并作出是否备案的处理决
定。然而，白云街道办却以辉
煌大厦业委会无合理理由组织
换届选举、未采用电子投票形
式召开业主大会为由，作出被
诉不予备案答复，缺乏法律依
据。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法院通过该案表示：“行政
机关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章的规定对小区业委会提交
的备案资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
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备案，而不应
法外增设条件，限制业主对表决
方式的选择。”

2020 年 7 月 13 日 19 时
40 分左右，广州市某贸易有
限公司员工石某宇在家中突
然倒地，120 到场急救约 20
分钟后死亡。石某宇的微信
聊天记录显示，事发当天下
班回家后，其通过微信与同
事、客户洽谈工作，其最后与
同事“大宇”的聊天时间是19
时 22 分；19时 55 分，石某宇
所在微信群的其他同事仍在
继续回复工作内容。2020年
10月 19日，石某宇的配偶田
某静向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

“荔湾区人社局”）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2020 年 12 月 25
日，荔湾区人社局作出被诉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
石某宇的死亡决定不予认定
工伤或视同工伤。田某静不
服，诉至法院。

广 州 铁 路 运 输 法 院 一
审 判 决 ：驳 回 田 某 静 的 诉
讼 请 求 。 田 某 静 不服，提
出上诉。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二审认为，石某宇的微信
聊天记录显示其经常下班
后用微信回复工作信息，且
结合广州市某贸易有限公
司的员工董某陈述，其与石
某宇负责的工厂晚上都在
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问
题都会相互联系，多年来一
直如此。由此可见，石某宇
回家后继续处理工作是常

态。虽然石某宇最后推送
信息的时间是 19 时 22 分，
与其倒地的时间 19 时 40 分
存在时间差，但考虑到突发
疾病发病到死亡有一个持
续的阶段和过程，且在 19
时 22 分后石某宇再无推送
信息，故可以认定石某宇符
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的情形。据此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荔
湾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
荔湾区人社局在判决生效
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田某静
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
处理。

法院通过该案表示：“为
了单位的利益，职工下班后
因工作需要继续占用个人时
间处理工作事项的，属于《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的‘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的延伸。职工
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
死亡的，应当视同工伤。”

法官称，对职工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的确定，并不
必然局限于固定的上班时
间、地点。因工作需要，
职工下班后在家继续通
过微信处理工作的，
同样应当包含在《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工作
岗位”范畴。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关维 陈玲

民 官

太阳昨日提前“返岗”

“广州蓝”雨后首现

《规划》指出，要大力提升
产业贸易展销能力，做好本地

“老字号”“老品牌”国际化推
广，打造全球时尚产品集散中
心和名品中心。引导企业增加
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支持“首
店经济”和“首发经济”，推动国
内外知名品牌在广州首发或同
步上市新品，打造国际时尚品
牌商品、服务和新型消费体验
登陆华南、登陆中国的首选地。

同时，拓展创造丰富消费场
景。具体来说，要加大商旅文融
合力度，开发蕴含城市元素、广
府文化符号、时尚潮流的新消费
场景。优化提升珠江游、广州-
南沙、“白鹅潭-珠江”等传统旅
游消费，探索开发北江、西江邮
轮休闲旅游航线、国内海岛游航

线等新旅游消费，发展旅游线路
周边商贸服务业，打造新型旅
游、商业综合性消费场景。

为加快培育新业态、新经
济，《规划》强调，积极争取设立
市内免税店，统筹协调在机场
隔离区内为市内免税店设置离
境 提 货 点 ，打 造 免 税 购 物 业
态。联合有关部门推进境外旅
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加
快发展白云国际机场、广州东
站等口岸免税店，支持设立南
沙邮轮母港口岸免税店。配合
有关部门探索开展离境退税即
买即退，支持创建离境退税示
范街区。在各大商圈、离境口
岸、旅游景点扩大退税商店规
模，支持“老字号”门店开展离
境退税业务。

根据《规划》，广州将充分发
挥南沙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三区”
叠加政策优势以及大湾区中心
区位优势，打造文商旅消费融合
创新的南沙滨海新城区。

《规划》强调，要连片提升广
州东站、天河体育中心、“六运”
小区、花城广场、海心沙、海心
桥、广州塔及周边地区、琶醍、环
海珠湿地、海珠创新湾等消费地
标、景观节点，将城市新中轴拓
展提升为时尚消费地标集聚地。

同时，构建“5+2+4”国际知

名商圈体系：培育和做大做强天
河路-珠江新城、长隆-万博、金
融城-黄埔湾、白鹅潭、广州塔-
琶洲5个世界级地标商圈；深化
全国步行街改造提升示范，推动
智慧化改造，建设广府活力区
（北 京 路 - 海 珠 广 场）、大西关
（上下九-永庆坊）2个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岭南特色商圈；加快建
设广州北站-白云机场、广州南
站、南沙湾（广州南沙国际游轮
母港）、广州东部交通枢纽 4 个
枢纽型国际商圈，形成聚合消费
客流的新极点。

构建“5+2+4”国际知名商圈体系

支持“老字号”门店开展离境退税业务

投资方将整体卖出学校？

天省回应：传言不实

昨日下午，广州海心沙，市民游客打卡“广州蓝” 梁怿韬 摄

2021年
●广铁两级法院新收各类
行政案件23805件，审结
22463件

●新收一审行政诉讼
案件中，涉城建、基
层执法和社会保障案
件 最 多 ，占 比 达
77.25%

●广州市各级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2494件次，同比大增
66%

市民救火申报见义勇为无下文？
判决：行政机关须及时审核确认

业委会换届选举街道办不予备案？
判决：不应法外增设条件限制业主

下班后微信处理工作
突发疾病死亡不算工伤？
判决：视同工伤，撤销原判重新处理

A

B

C

广州天省实验学校

A13

政见羊晚

董柳董柳观察察

深读深读
广州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