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反八项规定

四川40人受处分

昨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近期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18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案件，其中四川省30起。在四川省通报的3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中， 共40人受

到处分。

工作时间打麻将 7人被处分

通报显示， 郫县文化局执法大队工勤人员姚

天福值班期间驾驶公务用车办理私事， 受到行政

警告处分。

金堂县广兴镇政府将办公经费转入合作社，以

合作社名义违规、超标准购买公务车使用，镇党委

书记曾华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时任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现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文东受行

政撤职处分。

蒲江县人社局法规信访科（行政审批科）科

长陈教洁上班时间邀约县国土局聘用人员黄晓

妮、龚琳等人打麻将。陈教洁受行政降级处分，黄

晓妮、龚琳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自贡市自流井区农团乡党委委员、 武装部

长、副乡长张刚荣，在操办次子婚礼过程中违规

宴请、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张刚荣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攀枝花市西区打私办主任张富平、 攀枝花市

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执法大队副队长方丽

明违反工作纪律，工作时间打麻将，受行政警告处

分。 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执法大

队工作人员陈朝全、 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建设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唐超违反工作纪律，

工作时间打麻将，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规办寿宴喜宴 两校长被免职

泸州市合江县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

何运涛在2008年春节至2013年春节期间，违规收

受合江县一企业主现金累计6000元，受党内警告

处分。

德阳市中江县南华镇苏坝村党支部书记刘忠

明为其子婚礼大操大办，造成了较为恶劣影响，中

江县纪委责成南华镇党委对刘忠明实施诫勉谈话

并通报批评，本人作出书面检查。

江油市公安局民警方剑违反工作纪律， 值班

巡逻期间擅自脱岗， 江油市公安局给予方剑行政

记过处分。

广元市苍溪县唤马镇小学校长周安波利用职务

便利，违规为其父亲操办寿宴，宴请管理对象并收受

礼金，其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周安波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责成县教科局免去其校长职务。广

元市利州区袁家坝小学校长陈仕文违规举办乔迁喜

宴，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被免去校长职务。

内江市隆昌县渔箭小学行政人员接受他人

邀请外出旅游，费用由邀请方支付。渔箭小学校

长杨显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内江市隆昌县石碾

中心校行政人员接受他人邀请外出旅游，费用由

邀请方支付。石碾中心校校长范嗣勇受到行政警

告处分。

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初级中学于2013年教师

节和中秋、国庆节期间，违规使用工会费、福利费

和退休人员活动费发放超市购物卡给全体教职

工。区纪委给予该校校长陈勇党内警告处分。

利用干部调动搞迎送违规饮酒

两乡7干部被处分

乐山市五通桥区蔡金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赖秀

红在参加四川省投资促进工作电视电话会时，违反

会场纪律，做与会议无关的事，玩手机。赖秀红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并在全区通报批评。乐山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民警刘建警车私用，市公安局纪委给予其

党内警告处分，责令其个人承担使用车辆的全部费

用，并在全市公安系统进行通报。

南充市仪陇县义门乡、合作乡利用干部调动搞

迎送，工作日中午违规饮酒，义门乡党委书记唐东

海、乡长李仁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

义门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莫尚军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并被免职；合作乡党委书记何跃春、乡长

李美荣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记过处分；合

作乡副乡长徐继明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合作乡纪委

副书记、社会事业中心主任易学刚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并被免职。

达州市开江县长岭镇中山坪村文书饶邦文违

法占地建房、违规操办乔迁酒宴，饶邦文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五木乡千丘

村村主任张平德在家中为其父举办生日宴席，邀

请管理对象参加，张平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巴中市南江县沙河镇环保办主任舒辉全不及

时维修镇污水处理设备， 致使污染下游河道和巴

城饮用水源，舒辉全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阿坝州小金县公安局达维派出所所长杨双违

反工作纪律， 在维稳工作期间擅自离开达维派出

所辖区，贻误专项行动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杨双

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免职。

阿坝州茂县中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坤世杰，

院长助理、办公室主任易伟违规使用公车，坤世杰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易伟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下乡检查接受村主任宴请

县农业局长被处分

甘孜州得荣县维稳值班期间， 工作人员不按

时交接班，严重违反了工作纪律和值班制度规定。

县委办公室主任温美华、 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梁世荣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凉山州会东县公路运输管理所运政执法队协

助执法人员高彪等6人，上班时间在休闲会所与他

人喝茶打牌。 县纪委决定对县运管所全县通报批

评，取消领导班子及成员全年评先评优资格；对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县运管所运政执法队队长王

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

县运管所分管运政执法的副所长浦贤顺， 给予行

政警告处分。

凉山州越西县贡目乡武装部长兼副乡长曲木

拉古以乔迁新居为由，大操大办。曲木拉古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凉山州甘洛县农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吉克以布等人在下乡检查工作过程中， 接受

某村委会主任的宴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川省公安厅情报信息总队接受有业务合作

关系的公司宴请安排， 总队长张平蜀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四川省地矿局四O五地质队队长助理、队

办公室主任刘平继子结婚， 刘平默许其妻子向自

己的下属和管辖对象发送请帖，举办婚宴50桌，大

操大办， 收受了部分自己管理的对象和下属人员

所送的礼金。刘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一见冷场 先聊下无关话题

返回办公室，一见有些冷场，李海

峰岔开话题，讨论周英的糖尿病，周明

的痛风等。 等气氛缓和了， 他用一句

“这个事咋整哦”， 再次回到这起赡养

费纠纷案。

李海峰建议把赡养费从每月450元降

至300元，还是遭到周英反对。周林说：“当

初他（周清）是‘净身出户’，说了不要子

女供。现在反悔了，一分钱都没有，打官司

都打起瘾了。”周明家境比兄妹宽裕一些，

表示愿意每年付1000元。这马上遭到了李

海峰质疑，一个月才几十元钱，随后，周明

表示愿意再加一点。

子女三次想走 李海峰挨个拉回

李海峰又马上出门到了调解室，告诉

周清：周明愿意每月出200元赡养费，周林

和周英承担周清的医药费。 周清还在考

虑， 突然发现三个子女中有人起身离开，

已经走出了法庭的安检门。“你看嘛，他

们都要走了， 我真的莫得办法给他们谈

了。”李海峰一边给周清说话，一边站起

来冲向门外，拉住周家兄妹。周英说，已经

走到这个地步，没得亲情可说了。调解期

间，周家兄妹三次欲一走了之，都被李海

峰又拉了回来。

李海峰直接把自己也当成了周家人。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他对周家三兄妹

说，事情既然已经到了打官司这一步了，

肯定要按法律办事，“法院依法办案，你

们要尽到责任， 要换位思考， 要尊重法

律。你们说高了，我去跟他说。”

最后，经过李海峰反复调解，当事双

方最终达成协议：周林、周英每月各自给

付周清生活费50元； 周明每月给付周清

生活费200元。周清生病在住院期间产生

的医疗费用，凭正式票据由周林、周明、

周英各自承担三分之一。

（涉及隐私，当事双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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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 新津县兴义镇不二果园子社

区的176户村民实现了集中居住。刚开始，

虽然搬进了漂亮的小洋楼里，可乱丢垃圾

的习惯就是怎么也改不掉。为让大家有一

个好的环境， 镇里和社区都想了不少办

法，在和城管局商量之后，决定在此建起

农村垃圾分类试点。这还是真是一个好办

法，村民们不仅和陋习说了拜拜，不需要

的废品也都送到“循环小站”，还能积分

兑换食用盐、肥皂等实用物品。

垃圾分类“专业导师团”示范

弯弯的水渠绕过坐落于半岛之中的

村庄，在一栋栋别致的小洋楼前，处处是

青葱的绿草……第一次来新津县兴义镇

不二果园子社区的人， 多少都会吃惊一

下，因为这和记忆中农村的样子，差异实

在太大了。“我们这里一点都不比城里的

高档小区差。”60多岁的戢玉华婆婆，一

直都以住在这里自豪。但其实村民心里知

道，不二果园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美

的。戢婆婆现在都还记得，刚搬来时，村民

们还把之前在老屋养成的积习给带了进

来，随手丢垃圾的现象可是“家常便饭”。

为帮助大家养成新居新习惯，社区可

动了不少脑筋。“当时镇上和县城管局决

定在我们这里搞一个垃圾分类的试点，让

农村脏乱差的问题得到根本改善。” 社区

支部书记陈吉高指着路边的分类垃圾桶

说，“和城里的标准是接轨的。” 据他介

绍，当初，为帮助村民准确对垃圾进行分

类投放，他们从去年5月开始，请来垃圾分

类的“专业导师团队”，每天早晚入户村

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指导。同时，每家每

户还发放3个小垃圾桶， 颜色分别和社区

的分类垃圾桶对应，方便分类和投放。

通过长期引导，现在，社区里的村民

们都明白了垃圾分类的好处， 连小区里

的小孩都能准确地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了。

垃圾不乱扔 累积积分换东西

除告别了陋习外， 不二果园子社区

的村民，还经常开心地光顾社区里的“循

环小站”。原来，在进行垃圾分类同步试

点时， 社区还增加了一项创新措施———

将不要的废旧电池、饮料瓶、废纸等废品

拿到“循环小站”登记积分，当达到一定

比例后，能换诸如食用盐、肥皂、作业本

之类的实用物品。

每家每户不仅从零星垃圾无处堆放

中解脱出来， 而且还能得实惠。 环保范

儿，深得当地老百姓喜欢。

谈及为何推行这一小举措， 陈吉高表

示，农村人普遍都很节俭，喝过的饮料瓶、废

旧的纸板等， 一般都舍不得扔。“屋里不能

放，大家就堆在门前的草坪或阳台上。这样，

漂亮的景观小区就变得和垃圾场一样，又乱

又脏。”也有村民对此提过意见，社区工作

人员要求他们整改下，村民又置之不理。

在新津县城管局和镇上的建议下，

再生资源预约收购点建了起来。“循环小

站”就设在村民张桂香的家中，在她的台

账上， 密密麻麻地写着村民每一个零星

的废品登记，“大家现在都不在家屯废品

了，零星小件都直接送来积分。”

成都商报记者在公示板上看见，一

个汽水瓶0.5分，一个啤酒瓶2分，一斤废

纸3分……10分就可兑换一包食用盐，25

分可兑一个香皂，100分是一把扫帚……

村民们的废物一下有了新去处，阳台、草

坪再也没有垃圾了， 整个小区环境清爽

整洁，人人都从中受益。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新气象：

垃圾分类意

识好，连小学

生都知道

今日新村：

新津兴义镇

不二果园子

社区

我们身边

清风正气

的

我们这里 一点不比城里高档小区差

新津兴义镇不二果园子社区以积分兑换等方式，改变村民乱扔垃圾屯废品的老习惯

对症下药：让垃圾“值钱”

村民将一些废品拿到“循环小站”登记积分，最终可换

实用物品：

5

个啤酒瓶（

2

分

/

个）

=10

分，可换一包食盐

8

斤废纸（

3

分

/

斤）两个汽水瓶（

0.5

分

/

个）

=25

分，可换一个

香皂

两箱多啤酒瓶

=100

分，可换一把扫帚

“这么漂亮的地方，咋舍得乱扔垃圾嘛！”和往常

一样，昨日上午，村民戢玉华收拾完餐厨垃圾装袋后，

熟练地倒进了路边的分类垃圾箱中。对于自己所居住

的这个名叫不二果园子的社区，她很骄傲，大伙儿的

素质都提升很快，小区更干净、更漂亮了，“现在，就是

小学生都晓得垃圾分类倒了。”

村民老习惯：舍不得丢

节俭的村民对垃圾舍不得

扔， 就堆在门前的草坪或阳台

上。这样，漂亮的景观小区就变

得和垃圾场一样，又乱又脏。而

且社区工作人员要求整改也置

之不理

“调解哥”是谁？

收到19面锦旗的

基层法官

入职崇州市人民法院

两年多， 法官李海峰收到

当事人送的锦旗19面，网

友送他昵称 “锦旗哥”；

2012～2013年两年时间

里，他收案277件，结案275

件，结案率99.3%，调撤率

约95%，切实贯彻了“大调

解”原则，网友再送昵称

“调解哥”。

4月3日～5日，成都商

报连续3天报道“调解哥”

李海峰和他19面锦旗背后

的故事，引起新浪网、人民

网、凤凰资讯等网站跟进、

转发报道， 新浪网甚至开

辟专栏对“调解哥”进行

图文报道。 在4月5日，以

“调解哥” 李海峰为讨论

内容的新浪微博话题“#

最牛法官#” 讨论量达到

40万次， 火爆程度超过当

时最热门的娱乐、 国际新

闻话题。

“调解哥”办案腿不歇嘴不停

网友惊叹：真是个体力活

网友跟拍崇州基层法官李海峰调解案件，为他的机智灵活责任心点赞

被新浪四川称为“成都崇州最牛法官李海峰”在网上热度不减，成都商报

联合新浪四川通过微博向网友发出召集令：跟拍“最牛法官”的生活，体验一

名普通基层法官的酸甜苦辣。

经报名筛选，昨日下午，有3位幸运儿包括两个律师，跟随成都商报记者到

崇州市人民法院三江法庭，现场目击了李海峰调解一起赡养纠纷案。

作为内行的律师江之洋，感叹起基层法官的机智、灵活调解方式，而网友

则直言：看着都累啊！

调解双方

周清（74岁）

要求： 与前妻所生的两儿一女

每月给付赡养费800元

周清儿女（周林、周明、周英）

要求：周明愿出一些钱，另两兄

妹不愿意

“现身说法”

当老人说养老金不够用时———

李海峰：我每月工资

3100

多元，

要给上大学的儿子

2300

多元， 剩下

的才是自己的生活费 ，“我都用不

完。还要给我夫人寄钱回去。”

“依法说事”

老人一直说自己病痛缠身———

李海峰告诉他，“你看嘛， 你说

有这些病，但是你没得证据，我判都

没法判。”

“调节气氛”

调解过程中有些冷场时———

李海峰岔开话题， 讨论周英的

糖尿病，周明的痛风等。等气氛缓和

了，再说回来。

“打成一片”

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

除了把被调解人叫成兄弟姐

妹，李海峰甚至在僵局时喊出“你们

都是我的亲人。”

最重要的牌：责任心

李海峰在两个房间来回跑 ，综

合被告意见后说服原告， 了解原告

难处后又劝说被告。如此往复，而且

态度始终积极。

李海峰

崇州市人民法院法官

面

孔

被老父告上法庭 儿女很抵触

昨日下午，当事双方到三江法庭进行

第一次调解。

2点半， 周清带来一个年龄比他小两岁

的代理人。在调解室一见到李海峰，周清就

重申了诉状上的诉讼请求： 三个子女周林、

周明、周英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800元。周清

说自己已太大不能外出打工，每月1065元养

老金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再加上病痛缠身，

已无力维持生计。“但凡有办法，我就不得找

他们要钱。”

得知周清将自己告上法庭的消息后，

大儿子周林、二儿子周明、三女儿周英抵触

情绪严重。在李海峰办公室里，一开始，周

林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而三女儿周英

自称有病没工作，要钱没有。二儿子对周清

将其告上法庭不满，但他说，早在今年1月

周清提出索要赡养费的要求后， 他就表示

一年给周清4000元， 条件是就不要再找周

英要钱了，周林出多少由他自己定。

关于周清的病， 周英有自己的看法，

“我送他去过成都，这些病都是‘假’的。

每月1065元养老金足够他生活。”不过，3

个子女承诺，一旦周清生病，他们愿意承

担分摊他的医疗费。

劝说老人 法官拿自己工资说事

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李海峰称周清

为“长辈”，与周林、周明、周英兄弟姐妹

相称。对于周清的诉讼请求，李海峰建议

降至每人450元。然而，这遭到周家兄妹的

反对，调解第一次陷入僵局。

在第一次劝周清时， 李海峰就老人的

养老金说道，“伯伯， 我们不攀比嘛，1065

元生活绝对够了。” 这是李海峰的第一个

调解诀窍———“现身说法”，他说自己每月

工资3100多元， 要给上大学的儿子2300多

元，剩下的才是自己的生活费，“我都用不

完。还要给我夫人寄钱回去。”

周清听了依然不松口。李海峰再出第

二招———“依法行事”。 他翻了翻手上的

卷宗资料， 一项一项指给周清看，“你看

嘛，你说有这些病，但是你没得证据，我判

都没法判。”李海峰说，而且其诉状所求

的每个子女每月800元的赡养费也找不到

支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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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价

@

小糗姐：

现场看最牛法官调解民

事纠纷，感觉就是雷厉风行、考虑全面。

法官李海峰换位思考充分了解两边难处

@

江之洋

mini

：

调解程序不是案件审

判的唯一手段， 但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

中甚至是起到关键性作用和实质性效果

网友评价

@

小糗姐：

今天才知道调解案件是

个体力活啊！一个多小时里，李海峰就

这样两个房间来回跑，综合被告意见后

说服原告， 了解原告难处后又劝说被

告。正常人连续高分贝说两个小时话早

就嗓子痛。但是李海峰法官跟打了鸡血

一样啊，连轴转这么久依旧还在这么积

极调解三个儿女和父亲的关系……看

着都累啊！

@

成都律师雷福根：

此案经过调解，

从立案到调解仅八天，案结事了，定纷止

争，办事效率高！

“调解哥”

打了哪些牌

鸟瞰不二果园子社区 新津县委供图

调解中，三兄妹多次打算离开，都被李海峰（左二）拉回了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