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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岗
一审被判 15 年

宣判了

记者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20 日，临沧市中院对西南林业
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受贿、
滥用职权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蒋兆
岗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2003 年至 2016 年
期间，蒋兆岗利用担任云南财经大学
副校长、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云南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等职务上
的便利或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

逮着了

A05 说法

条件，在办理贷款、企业融资、承揽工
程项目、购买办公楼等方面为他人提
供帮助、谋取利益，收受或索取他人巨
额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2709.7118 万
元。2013 年至 2016 年其在担任云南
省农信社党委书记期间，违反政策、法
律规定，擅自决定由曲靖市农信社与
开发商签订业务楼定向开发购买合
同，造成曲靖市农信社共计 1.47 亿元
的直接经济损失。

临沧中院审理后综合以上情节，依
法对蒋兆岗作出判决：蒋兆岗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三百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
元。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 2459.7118 万
元、250 万元农信股金及相关孳息依法
没收上缴国库。
新华社记者 王研

他们欲将 4 大桶泔水
倒入老运粮河

“连续蹲守 3 天，终于抓
到他了。”3 月 16 日晚上 9 时
30 分，当一辆“诡异”的面包
车行至老运粮河中坝路至小
屯路一段时，立即引起埋伏
在旁的巡河队员的注意。夜
色中，4 人将 4 大桶泔水合力
抬下，正准备倒入河道时被
抓了现行。这是今年以来，
五华区普吉街道办事处发现
并抓到的第二起向入滇河道
偷倒泔水案件。

镇雄警方使用“童年照”
悬赏通缉犯罪嫌疑人
3 月 19 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公安
局发出悬赏通缉 100 人的公告，并附有照
片和身份证号等信息。但其中有几名嫌
疑人的照片一看就是未成年人，因此引发
网友关注。镇雄警方 20 日凌晨就此致歉，
称因无法找到几名嫌疑人近期照，所以用
了小时候的照片，
工作存在不严谨的问题。
记者在 19 日“镇雄警方”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的《镇雄县公安局关于悬赏通缉百
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公告》中看到，2002
年出生的吉庆海因涉嫌寻衅滋事案被公
安机关上网追逃。算来吉庆海已经 17
岁，但发布的照片看上去像一名小学生。
1991 年出生的许仕林因涉嫌非法拘禁案
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许仕林已经 28 岁，
但其照片看上去也是未成年人。
此事引起网友关注后，3 月 20 日凌
晨，镇雄县公安局在“镇雄警方”微信公众
号发出“致歉信”，大致内容为：因无法找
到犯罪嫌疑人苏远旭、许仕林、吉庆海、杨
建学外逃时及近期照片，便在公告中使用
了其小时候的照片，引起广大网友关注，
造成不良影响。在此，对自身工作的不严
谨向广大网友真诚致歉，并表示衷心感
谢！今后的工作中将汲取教训，杜绝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
20 日，记者发现，原来的通告已被删
除，新发出的通告中，苏远旭、许仕林等嫌
疑人均显示
“无近期照片”
。
新华社记者 王研

牙碎了

她把火锅店老板娘
告上法庭

连续夜间蹲守
两起偷倒被抓现行
2 月 中 下 旬 ，普 吉 街 道 办 巡 河
队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隔几天运
粮河就有偷倒泔水的情况，为了阻
止偷倒现象再次发生，他们便沿着
河道“筑”起 300 米蓝围挡，让偷倒
者无处下手。
本想着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不
知老运粮河再次出现倒泔水怪
事。3 月初，在老运粮河中坝路至
小屯一段再次在河道里发现泔水
的痕迹，街道办立即派人展开夜间
蹲 守 。 10 日 晚 9 时 30 分 ，隐 蔽 蹲
守的巡河队员发现，一辆电动车在
河道边停了下来，有两人正准备将
一桶泔水倒入河道，随后被巡河队
员控制住。经调查得知，两人在大
观商业城经营一家豆花米线店，因
为无法处理泔水，他们从 2 月下旬
开始，共向河道倾倒 8 次泔水。
《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明确，
在滇池保护范围内向河道、沟渠等
水 体 倾 倒 固 体 废 弃 物 ，排 放 污 水、
废液及其他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污水、废水的，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
据了解，这家豆花米线店可能
面临几万元的罚款。16 日晚偷倒
泔水的餐馆开在黄土坡附近，餐厨
废弃物不好处理竟然出此昏招，他
们面临的罚款金额将更高。

道歉了

沿河道“筑”起了 300 米围挡

“四级河长”织密网
智慧巡河来帮忙
“普吉街道是新老运粮河的上游地
带，其水质影响着滇池的水质。”普吉街
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能够及
时发现偷倒泔水现象，并可以及时查处，
得益于街道正在探索的“街乡吹哨 部门
报到”联动机制，以及愈加成熟的智慧巡
河系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问题，街道
可牵头联合区级城管、环保、水务、安监
等部门，对问题进行联合查处。着力解
决了过去街道“看得见、管不了”，职能部
门“管得了、看不见”的尴尬局面，共同解
决辖区乱点治理
“最后一公里”
的难题。
说到启用不到一年的智慧巡河系
统，普吉街道办事处农林水务科科长范
文洪表示，别看只是一个网上平台，在巡
查中可有大作用。今年以来实施了“四
级河长”制，以前，河长由区级、街道级、
社区级主要领导组成，今年起，新老运粮
河流域的 20 多名村小组长也加入进来，
共同参与河道的日常巡查工作。每次巡
查都有记录，发现问题在上报的同时，能
解决的当场解决，无法处理的由上一级
组织实施。
“ 最早发现向河道偷倒泔水
的，就是村小组河长上报的。”
范文洪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普吉街道办事处
针对辖区内新、老运粮河水质达标问题，

10 日晚上抓获的这两人共向河道倾倒 8
次泔水
加大了辖区重点区域违法建筑排查和整
治力度，从源头上对经营户向新运粮河
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治理。下一
步，街道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坚决压制住偷倒泔水的歪
风邪气，
确保入滇河道水质达标。
首席记者 宋金艳
普吉街道办事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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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6 日，爱好撸火锅的吴女
士，在吃火锅过程中，当她吃到一块肉皮
时，牙齿被硌碎了。她说：
“ 肉皮里有颗石
头，这个石头就是硌碎她牙齿的元凶，火锅
店肯定要给个说法。”火锅店老板娘说，肉
上带有骨头，不可能是石头硌碎了吴女士
的牙齿。
之后，吴女士来到医院看牙，医生诊断
为她的牙齿之前做过根管治疗，之所以硌
碎了，是因为咬到硬物，那颗牙齿折裂了。
医生建议：把这个牙拔了，后期再去修补。
重新补牙，需要 1.6 万元费用，老板娘不愿
意赔偿。于是，吴女士将老板娘告到五华
法院，
要求赔偿各种费用共计 2 万多元。
近日，五华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吴
女士称火锅店提供的肉皮内有碎石头，导
致牙齿折裂，但是根据她提交的证据来看，
不能显示出火锅店在制作过程中，存在不
法行为，也无法证明她嚼到的是骨头还是
石头，再根据吴女士就诊病例显示，她碎裂
的那颗牙在 1 年多前做过根管治疗，且没
有做牙套，本身就存在折裂隐患，不能推定
火锅店对吴女士的损伤存在过错。吴女士
明知在短期内对牙齿做过治疗，那颗牙齿
脆弱，存在折裂的风险，却仍然要咀嚼硬
物，属于自陷风险行为。吴女士对损害的
发生存在重大过失，所以，吴女士要求火锅
店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于是，五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吴
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目前，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吴女士没有
提起上诉。
本报记者 柏立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