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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学，

绵阳市交通运输局原总

工程师，玩忽职守罪，4年

周 兴，

绵阳市交通局原党委副

书记、交通局公路管理处处长，玩忽职

守罪，4年

勾胤吉

， 绵阳市交通局公路管理

处工程技术科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

情节较轻，免予刑事处罚

张鹏举，

原江油市青莲镇城镇管理

办公室主任，玩忽职守罪、受贿罪，14年

齐雨凡，

盘江大桥维修加固工程

承包人，行贿罪，7年

陈小勇，

盘江大桥维修加固工程承

包人陈小勇，行贿罪，7年

任佳，

盘江大桥维修加固工程项

目负责人，行贿罪，2年零6个月

胡开术，

原游仙经济开发区建设

局局长，滥用职权罪、受贿罪，10年

宣判时间：

2013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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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华：

原江油市地方税务局第十

税务所所长, 犯受贿罪、 徇私舞弊不

征、少征税款罪，12年

王成龙 王国木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混凝土减少4/5�盘江大桥包工头获刑7年

惊心！混凝土设计为4757立方米，实际浇筑不超940立方米 至此，盘江大桥垮塌事故责任人均已获刑

去年7月9日，江油盘江大桥垮塌，造成5

人死亡、7人失踪、6车坠江的重大安全事故。

昨日上午，盘江大桥施工现场负责人兼

技术负责人赵德平、总监理工程师卓德林和

现场监理杨聪，身着囚衣被法警带到梓潼县

法院。法官进行了宣判，三人均构成工程重大

安全事故罪，分别被判处6到7年有期徒刑。至

此，盘江大桥垮塌事故责任人均已获刑。

据介绍，赵德平在施工过程中，调治构造

物混凝土偷工减料3800余立方米， 仅使用了

设计标准的1/5。

21页判决书读了半个小时

昨日上午10时，梓潼县法院正式开庭，厚

厚的判决书法官念了整整30分钟， 整个判决

书多达21页。三人当庭均未表示上诉。

2011年5月，齐雨凡、陈小勇（均已判刑）

挂靠江西有色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西

有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有色

公司）和四平东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以其

联合体的名义中标世行优惠紧急贷款江油市

青莲镇城镇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第

一批）工程（以下简称青莲项目），包括桥梁

工程（维修加固盘江大桥）、防洪工程（恢复

重建防洪堤，位于通口河青莲河段）、道路工

程（恢复重建三条道路，分别为粉竹路、明贤

路和牌坊街）。中标后，齐雨凡、陈小勇将其

中“桥梁工程”转包给无施工资质的赵德平、

江涛、林毅、张荣杰四人承建。四人约定，赵德

平为桥梁施工现场负责人兼技术负责人。

2011年12月7日，江西有色公司发文增补赵德

平为青莲项目桥梁施工技术负责人。美国哈

莫尼公司和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系

青莲项目监理单位。工程开工后，被告人卓德

林、杨聪进场监理。

混凝土浇筑不到要求的1/5

� � � �经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技术

中心司法鉴定，垮塌是由调治构造物及桥墩

基础防护未按设计要求和国家相关规范进行

施工和监理而造成的责任事故。

那么，调治构造物及桥墩基础防护是怎

样实施的呢？根据设计方案要求，混凝土中加

入的毛石体量不得多于20%。 实际施工掺入

的毛石体量高达35%至60%之间，且毛石粒径

较大、颗粒级配不合理。

同时，调治构造物设计方案混凝土方量

应为4757.50立方米，实际施工浇筑的混凝土

方量不超过940立方米， 施工方偷工减料达

3817.50立方米，达到设计标准的4/5。

在桥墩基础防护方面，1至6号桥墩设计

方案采用桥墩表面植入钢筋，并外包厚度为

30㎝的C30混凝土。实际施工时5号桥墩上部

外包只有20㎝， 下部外包只有26㎝，3号桥墩

钢筋还存在外露现象。同时，1至6号桥墩加固

用钢筋混凝土构件钢筋直径设计值为

16mm，实际施工最大的直径只有12.9mm，最

小的仅有11.8mm。此外，施工方还存在其他

诸多偷工减料的行为。

明知偷工减料还签字验收

然而，施工方如此多的偷工减料行为，作

为监理的卓德林和杨聪， 在巡视和旁站过程

中，并没有及时制止纠正，卓德林还在竣工验

收报告上签署了“同意验收”字样，使工程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事件发生后，江油市民政局

向被害者亲属发放代偿金计4667630.7元。

2013年10月23日，江油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

坠江的6辆汽车价值203990元；2013年11月7

日， 绵阳勤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盘

江大桥维修加固前的价值为72.32万元。

3人被判六至七年有期徒刑

昨日上午，梓潼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

德平身为受江西有色公司委派的青莲项目维修

加固盘江大桥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在施工过程

中，指使工人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

降低工程质量标准， 致使维修加固后的盘江大

桥工程质量严重低劣。卓德林、杨聪作为监理，

对维修加固工程施工中出现的严重违反国家规

定和背离设计图的施工行为视而不见。

三被告人的上述行为与大桥垮塌之间具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均已构成工程重大安全

事故罪。梓潼县法院一审判决：赵德平犯工程

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

金30万；卓德林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

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杨聪犯工程

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六年，并处罚金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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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局长被举报公款吃喝 纪委立案调查

沐川县纪委监察局：网友所晒消费签单照片非伪造，已于5月18日立案调查

编辑 官莉

美编 叶燕 校对 张德顺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人马上远离家装暴利！
2014装修业主必读———只花5分钟让您立省8万元

天地和品牌价值突破3亿元

电话：028-86633336预约专线

2010年，仲志强回老家帮弟弟装修婚房，
他到装饰材料市场后，惊讶的发现：原来，装
修材料如此之贵！比他了解到的出厂价最少
要贵2－ 5 倍，这可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仲志强靠着厂家熟人的关系，所有装
修材料和家具都是按照出厂价拿货，按照
市面价格对比计算，弟弟的一套 110 平米
的房子，居然少花了 8万元。
这次偶然的装修经历，使他受到巨大的

启发：为什么不把所有装修产品全部按照出
厂价供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环节，这样，老
百姓装修至少可以省30％至50％的钱。

觉得这条路子可行，仲志强立刻贷款

300 万创建了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天地和，
就是要做厂家的直销中心，让业主拿到一
手货源，省掉一半的装修费。
2011 年，仲志强在南昌成立全国第一

家豪装工厂店！
2012 年，仲志强先后在武汉、长沙、无

锡成立第二、第三、第四个豪装工厂店，整
个业界大为震动！
2013 年，仲志强对豪装工厂店全面改

进，模式更加成熟，又在沈阳、成都、南京、
西安、济南成功开店，天地和一跃成为中国
最具实力的家装集团，仲志强也成为当今
装修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推出的工厂价豪华
全包套餐，不光包括设计、人工、水电等所有
的人工项目；还包括橱柜、卫浴、地板、木
门、灯饰等所有主材基材，还包括沙发、茶
几、电视柜、餐桌、书桌、书椅、主卧大床、
次卧大床、衣柜等全房家具，以及液晶电

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房家电！装修
完成后，家中一应俱全。同时，在装修的过
程中，业主不用自己出一分力，也不用自
己买一个钉，只需配合装修进度，所有装
修项目一站式完成，不用再花一分钱，即
可拎包入住！

从“普通工人”
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

笔者了解到：仲总原来是建材厂的普
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开创出全
新的“工厂价装修模式”？在笔者的追问
下，仲志强道出了成功的秘密。

仲志强出身平凡，从 21 岁开始便进
入一家地板厂工作，从下料到喷漆每个

环节，他都非常熟练。后来他又先后去过
地砖厂、陶瓷厂、家具厂，仲志强回忆说，
他在 12 年的时间里，一共去过 6 家建材
厂和 2 家家具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
12 年的时间，了解透了整个家装行业的
方方面面。

一次小启发引发装修行业大革命

天
地
和
豪
装
工
厂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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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仲
志
强

天地和总裁向您郑重承诺

家装大揭秘———
什么是真正的拎包入住！

以 100平米 3房 2厅为例，如果是自己
装修，人工 26000 元 +基材 16600 元 +小
五金 9050 元 +主材 32500 元 +厨卫 18000
元 +全房电器 24000 元 +全套家具 85000
万元=211150元， 而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

装修，100 平米 3 房 2 厅，工厂价只需
179800元，比自己装修足足省下 3万多元，
现在报名天地和“零利润装修”见证人，工
厂价基础上立返50000元，轻轻松松省了 8
万元，省下的钱可以再买一辆小汽车。

比比价：
工厂价装修，比自己装修能省1辆车钱！ 一送5万元

（在工厂价基础上，再返5万元！）

二送8大家电
（送价值20000元的国内一线品牌全房8大电器！）

三送金马
（凡电话预约，凭户型图到店的业主，送“金马”一只！）

1

我不赚百姓钱
赚的是合作商的5%的返点钱

2 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

3

保证施工质量，不满意，就砸掉！

4 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主题：征集60户“零利润装修”见证人
时间：2014年5月25日下午2点至5点
地点：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成都市青羊区江汉路29号附10号（新华宾馆东楼）

热烈
庆祝

事件：热烈庆祝天地和品牌价值突破3亿元，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联合
美的、法恩莎等国内128家一线家居建材知名企业，在成都寻找60
户“零利润装修”见证人，凡符合要求的业主，在5月25日前打进电
话报名签约，均可享受以下特惠：

征集60户“零利润装修”
见证人要求如下：

1、如果您是急需2个月内装修入住，又想绿色环保，不花冤枉钱的业主；
2、如果您同意其他业主在施工期间参观2-3次。
3、凡介绍其他业主来我公司装修的，成功介绍一户奖励1万元礼品，介绍
越多奖励越多；
4、施工完成后，将抽取一户幸运业主，奖励现金2万元。
本次活动名额仅限60户，名额有限，分秒必争，请别再犹豫，立即拨打电
话预定吧！

总裁名片：
仲铁锤，原名仲志强，家装界传奇人物，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创始

人，因为他敢于在装修界承诺，不满意，立刻用铁锤砸掉！ 所以业界人
称“仲铁锤”！

非你
莫属

近日，网友“hh1213145”在网上发帖举

报，乐山市沐川县审计局官员于2014年4月26

日在一家餐馆，签单公款消费1525元。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沐川县纪委监察局获悉，纪

委确认网友所晒消费签单照片非伪造，已于5

月18日对此事立案调查。

网友举报：官员周末公款吃喝

在该网友所发帖子中， 晒出了一张餐馆

的消费签单照片， 最上方签单单位为“审计

局”，就餐时间为“14.4.26”，也就是2014年4

月26日星期六， 最下方的署名处的字迹依稀

可以辨认出一个“陈”字。该网友感叹称，“一

个贫困县， 领导的一次晚餐就是当地老百姓

两个月的生活开销，你叫老百姓情何以堪！”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该消费签单上共有11

项消费条目，其中最大一笔为“木槐4斤”金额

为800，以及“骨头大138”“苦笋2斤30”“手撕

牛肉1份30”“熏鱼1份20” 等多种菜品消费条

目。此外，还有“小麦王”（一种啤酒品牌）共

计21瓶金额210元，“硬中华”（香烟品牌）2包

金额110元，最终结算消费金额为1525元。

公款吃喝？ 审计局长称“无可奉告”

该张照片上， 发帖网友用红色字体写道

“注：木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签单者：乐

山市沐川县审计局长陈建新”， 另外还提出

疑问“双休日审计官员为什么公款消费？”

据乐山林业局野保科工作人员介绍，木

槐是当地人对棘胸蛙的别称，如果是野生的，

肯定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但棘胸蛙沐川当地

有不少人工养殖的。 如果市民发现非法买卖

野生动物的，可以向林业部门举报。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致电沐川县审

计局长陈建新，询问被举报公款消费一事，对

方称“无可奉告”，便匆匆挂断电话。

随后， 沐川县纪委监察局办公室工作人

员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网友所提供的消费

签单照片并非伪造，纪委于5月18日进行立案

调查，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乐山新闻热线：

18508336363

20天前， 什邡红白镇五桂坪村1组

聋哑兄弟王邦田、 王邦林在深山采药，

一锄头下去，挖出勺子、碗、碟子、罐等50

件完整瓷器。前日，兄弟俩将50件瓷器

捐赠给什邡市文管所。经什邡文物管理

所专家鉴定，这些瓷器为明代青花瓷。

两兄弟在采药过程中，一共挖出瓷碗

23个，瓷碟12个，瓷勺子14个，此外还发现

一个小型瓷罐，一共50件瓷器。兄弟二人

将50件瓷器背回家， 一番清洗后装进纸

箱，表哥陈代全联系了当地文物管理所。

“可以肯定的是，这批瓷器是明代

青花瓷，属于民间瓷窑生产。”什邡市文

物管理所副所长李灿在查看50件瓷器

后表示，这批瓷器有勺、碗、碟、罐，器形

丰富，保存都十分完好，釉色也比较亮，

具有一定的文物收藏价值。

王邦田几兄弟都是聋哑人， 家里挖

到稀奇宝贝，表哥陈代全有些担忧。他认

为，由于市场价值难以估算，怕有人来谋

财，“家人安全第一。” 陈代全和兄弟俩

商量后，决定将50件瓷器捐赠给国家。

“我们曾经在山顶上找到过崇祯时

期的铁瓦， 因此发现这些瓷器也很平

常。”什邡市文管所所长杨剑称，发现地

是海拔3000多米蓥华山上， 这里曾经是

西羌要道，明清时期有很多佛教寺庙，“是

否与佛教有关有待考证，何人所埋成迷。”

“我们将按有关规定给予王邦田、王

邦林二人精神和物质奖励。”杨剑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德阳新闻热线

15883898000

聋哑兄弟上山采草药

挖出50件明代青花瓷

花了1525元

吃了些什么？

哪些人吃的？

盘江大桥垮塌事故

责任人获刑情况

当日的消费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