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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波认为，会议纪要中，如果前提条件是4
名股东都放弃优先购买权，后面再约定的60%以上投资人同意即可对外整
体转让的内容就具有法律效应。对于草签协议，如果约定了甲乙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也具有法律效力。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占认为，会议纪要中明确记载
了四名投资人的相应约定，其约定本身是有效的。由于四名投资人并非合
作社登记的社员，最终是否执行上述会议纪要，还要考虑四名投资人与社
员之间的约定，如果9个社员有6个人同意，那这个协议是有效的。关于草
签协议，王英占认为，因为甲方是合作社，因此需要加盖合作社公章。

48 岁的陈晓峰在泸县农商银行
工作。他跳江救起一名落水者，然后悄
悄离开，直到被同事在网上发现，他才

“主动承认”。因为跳江救人，单位奖励
了他一万元，他把一万元捐给被救者，
对方要表示感谢，他也拒绝了，要给他
的单位送一面锦旗，他还是拒绝了。

他说这个事情不要宣传，“救人是
应该的，所以不需要表扬。”

不留名

3 月 20 日下午 4 点左右，陈晓峰
出差泸州，在沱江三桥附近江边，他看
到有人落水。他快速跑到江边，脱了衣
服裤子就跳进江中，把落水者救上了
岸来。

落水的是一名小伙子，已经意识
不清，只有微弱的呼吸。10多分钟后，
救护车和接报的派出所民警也赶到了
现场。

这时候，陈晓峰已经穿好了衣服，
准备离开。有人告诉民警，他就是当时
的救人者，一名女警过来询问，他说救
人的不是他，已经走了。再次问他，他
还是说“救人的已经走了”。

救人英雄悄然离开，一时间，当地
自媒体刷屏转载。两天后，救人照片传
到了他同事的手机上，同事说这个人跟
他很像，他才“承认”救人的就是他。单
位领导也随之知道了这个事，找他核
实，他才提供了还有几年前退休的老同
事官德军也在现场参与施救的证据。

官德军告诉记者，他赶到现场的
时候，江边才四五个人，陈晓峰已经准
备下水，落水者离岸边大概 20 米左
右，几分钟后，落水者被救起，他参与
了将落水者趴放在石头上“倒水”。

不要钱

得知陈晓峰救人后，单位作了进
一步核实，并决定去医院看望被救的
小伙。陈晓峰跟着一路去了医院，在医
院里，陈晓峰才知道被救者家境一般。

小伙的父亲要了一个陈晓峰的电
话，后来小伙的姐姐马媛打电话给陈
晓峰表示感谢，也给陈晓峰讲了家里
的情况，弟弟患有重度抑郁症，父亲两
年前遭遇车祸，又生了一场重病，丧失
了劳动能力。

马媛告诉记者，家里确实条件一
般，父亲无法工作，母亲在一家餐馆打
工。弟弟四年前刚读了两个月大学，就
退学在家，中途两次短暂工作了几个
月，因为病情越来越严重，便没有再去
找工作，平时都在家里，情绪常常失
控，需要父母照顾。“但家里基本上还
过得去”。

因为见义勇为，泸县农商银行研
究决定，对陈晓峰奖励1万元，并于3
月26日作出通报表扬。得知这个情况
后，陈晓峰便想到把奖金捐给被救者，
他给单位领导作了汇报，也跟妻子商
量，妻子很支持他的想法。

4月7日，他联系上马媛，说要去
他们家看看。当天下午下班后，他便打
车赶到泸州，马媛在高速路出口等他。
结果见面以后，他就把钱转到了马媛
的微信上。

马媛说，她一开始坚决没收钱，本
来想好好请他吃顿饭的，表示感谢，但
后来，他做通了父亲的工作，父亲答应
了下来，她才在微信上点了收款。

“别宣扬”

在泸县农商银行，多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陈晓峰为人非常和气，好说
话，也热情，谁跟他都好打交道。

但几拨记者先后联系采访他，他
都拒绝了。那天收了钱后，马媛“心里
着实过意不去”，临走要送两只土鸡给
他，他没有要，后来又说要送一面锦旗
去他们单位，他也坚决拒绝了。他说，

“千万别，就一个小事，别宣扬。”
“怎么可能是小事？”马媛说。她把

这个事情讲给朋友听，朋友都大感惊
讶。马媛说，她有个朋友在泸州一家媒
体工作，后来把这事讲给了这位记者
朋友，记者联系采访，陈晓峰也只是简
单证实了“有这回事”。

陈晓峰告诉记者，自己不愿接受
采访，就是觉得当时救人出自本能，把
奖金捐出去，也是觉得救人是应该的，
寻常的，“表扬和奖金就是额外的了。”

他说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心里很
舒服，那天把奖金捐给被救的小伙后，
心里特别踏实，特别轻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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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奖励转手给了被救者受到奖励转手给了被救者

要送锦旗，他也不要
这种低调，挺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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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林今年 54 岁，四川梓潼
县许州镇人，高中毕业后，他当过
村干部，然后开始种植蜜柚。在他
家中，放着很多各种荣誉证书，其
中，在 2010 年，他获评全国劳动
模范。

杨发林介绍，获评“全国劳
模”，跟他发展蜜柚种植密不可分。
1999年，他开始在老家做试验，带
领当地年轻人在 4 个村种植蜜柚
试点，而且将当地的蜜柚远销全国
各地。“我们这里的蜜柚，要比福建
的蜜柚晚上市两个月，因此价格也
能卖得起来，当地很多老百姓开始
种植蜜柚。”杨发林介绍，随着蜜柚
产业的发展，2004年，天宝柑桔协
会成立，2005年注册了“文昌天宝”
商标，2007 年 8 月，梓潼天宝柑桔
合作社成立，“我一直任理事长。”

梓潼许州镇蜜柚产业得到了
发展。而对杨发林来说，一系列荣
誉也随之而来，他被当地誉为“天
宝蜜柚第一人”、2009年评为“全国
科普带头人”、2010年获评“全国劳
模”，而绵阳市、梓潼县评的荣誉也
是越来越多。

“刚开始，我们种植了7000多
亩，后来政府给我们定了一万亩的
目标，当完成这个目标后，又定了5
万亩的目标，但都顺利完成。这时，
政府也在做产业发展研讨，决定将
蜜柚做成产业，实现品牌化。”杨发
林说，于是，在 2014 年 10 月，开始
建设成立天宝蜜柚标准化生产示
范园，2015年，天宝蜜柚申请了地
理保护标志。

流转土地近600亩，
办起合作社

天宝蜜柚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成立后，由于项目的需要，另外三
名股东和杨发林一起，准备成立合
作社。2014 年 10 月，4 人签了合作
协议，发起成员由4名合作人推荐
的 9 人组成，4 名合作人分别出资
20万元，组建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
和宝龙园家庭农场。

记者看到，协议上还明确“经
合作人一致同意，推举杨发林为土
地流转的接包方，代表合作人签订
土地流转合同，推举杨发林、陈元
芳为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和宝龙
园家庭农场法人代表，合作社及家
庭农场所有经营管理的对外联络
及责任人为杨发林，负责执行合作
人对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管理经
营所做的一切决定。”

2014 年 12 月，杨发林分别和
梓潼县文昌镇龙口村、拳龙乡青杠
村签了土地流转协议，共流转土地
近600亩。2015年3月，正式注册成
立梓潼县蜀龙柑桔专业合作社，绝
大部分种植蜜柚。

4月14日，记者来到梓潼蜀龙
柑桔合作社，在一片果树地里，立
着一块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农
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而在合作
社管理房的左右两边，分别挂了一
块牌子，一块是“梓潼县蜀龙柑桔
专业合作社”，一块是“四川绵阳国
家农业科技（梓潼）园区”。

“四川绵阳国家农业科技（梓
潼）园区这块牌子，是 2017 年绵
阳市和梓潼县共同授予的。”杨
发林说，但这一切，从去年年底开
始改变。

强买强卖？
杨发林：“合作社260万转让？远不止这价！”

杨发林介绍，去年年底，另外三名合
作人以投资收益无法实现及市场行情低
迷为由，要求整体转让合作社，当时他也
同意了。“主要是2016年出现了寒潮，导
致果树出现死亡，因此没有实现三年挂
果的目标。”杨发林说，虽然他也同意整
体转让，但另外三名合作人自己找了第
三方，以260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并签
署了相关协议。

在杨发林看来，合作社的价值远远不
止260万元，因为除了4名合作人陆续投资
的200万元外，还有100多万元的债务，最
主要的“附加值”，是政府还投入了700余

万元进行修路、修滴灌等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的补助、投入也应该算在合作

社啊，价值应该在1000万元左右。而且，
我和我妻子作为农场和合作社的法人代
表，根本没有在转让框架协议上签字，第
三方就已经入驻了合作社，他们这是在

‘强买强卖’。”杨发林说。
杨发林来到管理房，发现大门已被

他人上锁。他称，近一个月来，第三方已
经开始强行入驻合作社，双方还发生了
纠纷，并闹到了派出所。几天前，第三方
的人员才撤离合作社管理房，但大门被
他人上了锁。

在“全国劳模”杨
发林看来，这是他种植
蜜柚20余年来遭遇的
第一次“困局”。杨发
林，四川梓潼县许州镇
人，种植蜜柚20余年，
2010年获评全国劳动
模范，被当地誉为天宝
蜜柚第一人。4月14日
下午，54岁的他来到
自己亲手成立的四川
梓潼县蜀龙柑桔专业
合作社，但发现大门已
被上锁。

今年，成立4年的
合作社，在股东商议
下，以260万元的价格
整体流转给第三方。在
真正面对转让框架协
议时，杨发林没有签
字，他认为价格便宜
了，自己被“强买强卖”
了。但对其他股东和收
购合作社的第三方来
说 ，杨 发 林 在“ 耍
赖”——因为他曾在草
签协议上签字，第三方
也已向合作社打款80
余万元。

现在，杨发林将希
望寄托在土地流转合
同上，上面有一条明确
规定：对土地进行再流
转，需征得村委会书面
同意。在记者调查时，
村委会明确表示，他们
只认和他们签土地流
转合同的杨发林，不会
出示书面同意书。对
此，第三方称，杨发林
欺骗了他们，当初并不
知道土地流转合同上
有这一条。

如今，杨发林已经
收到了第三方发来的
律师函，他领办的合作
社或将成为被告……

落子反悔？
其他股东：“260万转让，他在场并带头签字”

然而，针对杨发林的说法，在记者调
查中，另外的股东却是另一番说法：他们
认为，这完全是杨发林自己在反悔。

14 日，合作社股东之一何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几人2014年一起成立合作社，
确实由杨发林牵头，但 4 个人股权都是
25%。由于未实现三年挂果的目标，加之
市场行情低迷等因素，去年12月26日，4
人一起在合作社管理房开会，商讨整体
转让事宜，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第二条显示：全体投资人
中，如有人有意愿承接果园，退出其他投
资人的投入，承接相应债务，适当考虑资
金利息，投资人一致同意可优先考虑人
员承接，但征求四位投资人意见，均表示

无能力、无意愿承接果园所有权和经营
权。会议纪要第三条显示：为了避免果园
在不继续投入及投资人解除合作关系后
因无人管理而荒芜、投资人所有投入全
面损失的情况出现，一致决定，在2019年
1月20日前，投资人继续寻找关系，共同
努力将果园对外转让，如有人愿意承接，
投资人共同参与谈判，无论结果如何，只
要60%以上投资人同意，即可对外整体转
让。“后来，我们找到了第三方一家公司，
并且我们4人和该公司负责人王先生一
起进行了谈判，商定以260万元的价格整
体转让，并草签了协议，当时杨发林也在
场，一起商量的价格，他也带头签了字。”
何先生说。

伪造签字？
杨发林：“怀疑有我签字的那份草签协议是假的”

何先生说，签了草签协议后，1月20
日，对方即转了20万元到合作社的账户
上，合作社用于支付土地款，“但在签正
式框架协议时，杨发林就不签字了，但合
作社 9 名社员中有 6 名社员同意资产转
让，并签了转让协议，而前期第三方支付
的钱也无法退回，且4月2日对方又转了
64万。”

面对其他股东的说法，杨发林认为，
这是另外3名股东和第三方早就计划好
的，他在股东开会的会议纪要上签字，就

是想看看另外的股东究竟要做什么。而
对于和第三方签的草签协议，杨发林拿
出了两份，内容和字迹均一模一样，但其
中一份有杨发林的签字，一份没有杨发
林的签字。杨发林称，他印象中没有签
字，忘了怎么会出现两份草签协议，他怀
疑有他签字的一份是假的。

“当时谈价格，签草签协议他都在
场，而且只有一份草签协议，他就是在耍
赖反悔，现在第三方已经发了律师函，合
作社只有等着被起诉。”何先生说。

是否隐瞒？
土地再流转需要村委会书面同意？第三方：我们不知情

看着成片无人管理的柑桔树，杨发林
想到了自己和村委会签的土地流转合同。

“他们认为我们是经济纠纷，我认为
他们就是强买强卖。在土地流转合同中，
有一条明确规定，乙方（杨发林）对土地
进行再流转，需征得甲方（村委会）书面
同意，虽然另外股东和第三方签了转让
协议，但村上并没有出书面同意书。”杨
发林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三方就强
行进入了合作社。”

记者看到，在杨发林出示的两份土
地流转合同上，确实均明确规定了“乙方
对土地进行再流转，需征得甲方书面同
意”。而在记者采访中，两个村的村主任
均表示不会同意土地再流转。

4月14日下午，梓潼县文昌镇龙口村
委会主任张昌国介绍，2014 年签土地流
转合同时，他们是跟杨发林个人签的合
同，至于杨发林和谁合作等，村上并不知
情。张昌国表示，杨发林没有同意将土地
流转给第三方，村上就会按照合同维护

杨发林的权益，不会出具书面同意书。而
即使杨发林同意再流转，现在村上同样
不会书面同意。

“如果他同意将土地再流转，我们村
上现在也不会同意，他可以跟我们终止
合同，村上会再跟另外的第三方直接谈
土地流转相关事宜。”张昌国说。

在采访中，杨发林流转土地的拳龙
乡青杠村委会主任裴安金也表示，他们
不会书面同意土地再流转。

4月14日，杨发林收到股东转过来的律
师函，而律师函是第三方公司发给合作社的。

当日下午，记者联系上第三方公司
（梓潼县禾上禾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先生，他表示，转让价格及签协议等是双
方真实意思的表达。而对于杨发林所称
的土地再流转时需要村委会书面同意一
事，王先生称，当初他和合作社谈判时，
对方根本没有提到有这一条，他完全不
知情，他被合作社欺骗了。“我们准备起
诉他们，一切等法院判决。”王先生说。

律师
说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发展蜜柚产业，
获评全国劳模

谁让蜜柚
变苦果

全国劳模领办合作社，却陷入转让纠纷
是他“落子反悔”？还是第三方和其他合作人“强买强卖”？

杨发林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杨发林介绍合作社

陈晓峰和被救小伙姐姐的聊天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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