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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2019 年 12 月，南海卫健

局接报辖区内某铅酸电池厂6

名作业人员血铅水平升高，1

名作业人员血铅水平超标。

接报后区卫健局会同执法、技

术部门组成调查组对该厂进

行检查。检查组查阅职业卫

生管理档案，检查生产现场后

发现如下问题：电池装配工于

排风罩外作业；废铅收集桶未

加盖，导致铅尘逸散；车间设

有防尘设施，但无定期维护，

防尘罩表面铅尘堆积，导致二

次扬尘。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该厂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

作业，给予警告，要求限期改

正，并处罚款。

■部门说法
该案例主要问题在于职

业卫生管理存在漏洞。《职业

病防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督促劳动者遵

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

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

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

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该案例中工人未按操作规程

作业，未正确使用排风设施，

且作业现场职业卫生管理不

到位，虽设置有废铅、废物收

集设施，但并无维护，导致该

设施失去防护效果，车间无定

期清尘，导致防尘设施成为产

尘点之一。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

七十二条规定，未提供职业病

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

病防护用品，或者提供的职业

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对

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

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

用品未按照规定进行维护、检

修、检测，或者不能保持正常

运行、使用状态的，由卫生行

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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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周杰滢）4月25日，狮山

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罗村中

队（下称“罗村综合执法中队”）

对前期排查的狮山罗村北湖一

路、北湖二路违规设置的招牌广

告依法拆除，共拆除13处，面积

约300㎡。

当日，在北湖二路拆除现场，

某小区沿街店招整齐划一，基本

做到“上下一条线，前后一个面”，

唯独几个蓝底招牌显得特别突

兀。经查，这些招牌与规划报建

图不相符，在原本外墙位置擅自

增设广告，违反有关规定。拆除

现场，执法人员拉起警戒带维持

现场秩序，施工人员使用切割机

等设备逐一拆除。

在北湖一路，罗村综合执法

中队同样对某商业体违规设置

的招牌广告依法拆除。早在4

月初，罗村综合执法中队便对该

商业体4户涉事商户发出《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在期

限内补办审批手续或自行拆除整

改，限期已过未见整改，遂实施依

法拆除。

违规设置招牌不仅有损城

市形象，还存在安全隐患。罗村综

合执法中队副中队长杨军表示，针

对上述违法现象，罗村综合执法中

队今年依据考评标准及相关工作

指引，从主干道入手，从易到难、以

点带面逐步辐射至街巷及次干

道，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管控。

“我们前期通过走访排查北

湖一路、罗村大道等主要路段的

违规户外广告，重点清理、查处

了一批破损的广告招牌及一些

未经审批私设张挂问题。”杨军

表示，对发现问题能自行整改

的，提出整改要求督促整改，不

能自行整改的，将组织实施统一

拆除。

据统计，今年以来，罗村综合

执法中队共排查违规招牌广告

80多处，发出整改通知书10份，

拆除大型高空广告牌45处、灯箱

广告约86个、横幅及墙面广告约

52处、地锁约20处，面积合计超

过80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及佛山

西站枢纽新城建设，狮山罗村城

市化进程将不断提速，广告设置

需更加规范化管理。接下来，罗

村综合执法中队将进一步规范管

理户外广告设置，要求商家做到

合法经营、合规宣传。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陈建芳）霸占公共地方

违建，坚决依法取缔！22日，狮

山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罗村中

队（下称“罗村综合执法中队”）

联同狮山镇联和社区、治安队，

开展联和社区大塱经济社违建

拆除行动，拆除面积60平方米。

涉事违建位于联和社区大

塱经济社祠堂旁。大塱经济社的

街巷较窄，为方便村民停车，居委

会在祠堂侧面设置了公共停车

位。涉事屋主的房屋距离停车位

地块不足4米。早前，该屋主在停

车位地块上擅自搭建了一间约60

平方米的建筑物，地块上还有一棵

大榕树，屋主围着这棵大榕树砌

砖，建筑物屋顶也搭了不锈钢架。

4月14日，罗村综合执法中

队接到村民投诉，执法人员立即

到达现场，与屋主多次交涉，要

求其停止违建并自拆，同时送达

《询问调查通知书》和《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但期限到时，屋

主依然无动于衷，反而抢建加

建。经与联和社区沟通，4月22

日，罗村综合执法中队对该违建

物采取联合强制拆除行动。

上午9时，工作人员拉起警

戒线清理现场，检查断水断电情

况，通知影响施工的车辆驶离。

严密的组织和保障，确保了违建

顺利拆除。行动共出动约40余

人、大型器械车辆2辆、清运车3

辆，清理杂物3车次。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查治执

法分队分队长余健豪表示，部分

村民因利益驱使实施各种偷建

抢建行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将

采取约谈、责令整改等方式整

治，拒不整改将启用快速拆除机

制。“为防止违建势头蔓延，我们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新增违建

绝不手软。”

卫健篇——

职业病防护不达标
最高罚款20万元

拆掉矛盾“墙”刚哥有点“刚”
狮山罗村乐安社区“明星调解员”袁刚热心化解社会矛盾

违规设置广告招牌，拆！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规范管理户外广告设置

霸占公共地方违建，拆！
狮山罗村“零容忍”取缔违建，坚决遏制违建蔓延势头

“去找刚哥评评理！”

“他确实是为我们老百姓

干实事！”

在狮山镇乐安社区，有个

当地知名的“袁刚调解工作

室”，袁刚是一位80后社区干

部，在调解工作室日常运作中，

专门处理社区街坊邻里家长里

短的纠纷。

在老百姓眼里，袁刚是一

个不计得失化解社会矛盾的

“义工”，凭借对调解工作的热

爱，他挑起了基层平安的“大

梁”，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拆掉群众心中的“墙”
乐安是狮山罗村一个老城

区，散楼多、商户多，公共设施资源

匮乏，各种基层治理问题层出不

穷，客观条件的制约导致基层社

会矛盾复杂。

作为社区非户籍党委委员、

治保主任的袁刚，早在2017年便

主动介入基层纠纷的调解，及时

为民众排忧解难。经过两年实践

探索，2019年12月，袁刚调解工

作室应运而生。

工作室成立至今，袁刚共调

解基层纠纷214宗，平均每2天调

解1宗，“最多我试过一天调解4

宗纠纷。”袁刚告诉记者。更难能

可贵的是，214宗纠纷全部成功调

解，调解成功率100%，这也让袁

刚成了当地的“明星调解员”。

“我们大量走访群众，听取群

众诉求，这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

有一点难，那就是群众愿不愿意

跟你说诉求，老百姓只有一个标

准，看你是不是干活的人。”袁刚坦

言，自己是靠着一件又一件调解

成功的案例，才让大家愿意向他

打开话匣子，只要肯沟通，纠纷就

有化解的可能。

今年1月，袁刚就成功化解了

一宗积压了十几年的历史矛盾。

乐安社区怡乐花园A座1楼

有一家店，十几年前，业主在店旁

砌了一面墙，把旁边的公共空地

围了起来，用作囤积货物。十多

年过去，小区其他业主也慢慢习

惯了这面墙的存在。

直到近年乐安社区大力推动

基层自治，大家自我管理的意识

逐渐提升，住户们才发现：这事行

不通，这面墙必须拆！大家也很

快找上了袁刚调解工作室。

袁刚多次实地走访，约谈多

方详细沟通，从中调解，很快就把

事给定了下来。“1月13日开调解

会，1月14日开拆了，住户们还很

积极清理石砖，把空地卫生搞好。”

袁刚还说，下一步计划拉动资源，

在恢复的公共空地上添置一些健

身器材，造福小区住户。

这宗调解案件虽然起源时间

久远，但背后折射出的是群众对

袁刚调解工作室的信赖，袁刚也

不负众望，雷厉风行地成功调解，

让各方满意，更重要的是，他拆掉

了群众心中的“墙”。

没有调解就是最好的调解

“在乐安，一切矛盾纠

纷，都跟基层治理有关系。”

袁刚深有感触。

乐安散楼众多，在 214

宗纠纷里，物业纠纷占比超

过 1/4，袁刚也成了楼宇间

那个“最忙的人”。袁刚说，

调解这类纠纷，关键是引导

居民加强自治意识和法律

意识。

今年 3月，乐安社区宁

安楼 1楼两家商铺与 10多

名住户产生了纠纷，原因是

楼下化粪池粪水外溢导致

周边污水横流，需要及时对

化粪池清理疏通，但双方在

哪方出资的问题上迟迟未

能统一意见。

“商家说以前清理都是

他们出资，这个化粪池楼上

住户也有使用，希望他们也

引起重视，共同筹资清理。”

袁刚告诉记者。

宁安楼一没物业二没

楼长，得悉情况后，袁刚联

系上此前调解中认识到的

该楼热心居民彭先生，和他

一起做通住户们的思想工

作，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处置

意见，平摊管道疏通和清理

化粪池费用。

“正常纠纷处理到这里

就结束了，但我不能为了调

解而调解，我要从基层实际

出发解决问题。”在后续工

作中，袁刚为宁安楼建立

了住户微信群，将其当做一

个自治平台，并着手协助该

楼成立维修基金，让每家每

户都参与到楼宇的自治管

理中。

目前，类似这样的散楼

自治平台，袁刚掌握了 16

个，意味着有16栋散楼居民

有自治管理的意识。袁刚

还创新想了一个“5毛钱管

理基金”办法，让大家自觉

进入自治管理模式。

“刚开始跟居民们开会

时，我让每户每月交5毛钱

管理费，用于楼宇日常维

护。”袁刚说，5毛钱对于居

民来说都是随手可交的金

额，但大家认为5毛钱不够，

需要20元、50元。

“这就是我选 5毛的原

因，大家愿意讨论金额的大

小，就证明大家进入了自治

管理的模式，没有游离于

外。”袁刚介绍，目前有14栋

散楼成立了自治管理基金，

利用这笔钱，有的楼换了门

禁，有的楼装了摄像头，有

的楼更换了管道。

居民自治最大的好处

就是邻里之间越来越和谐，

纠纷越来越少。对于调解

工作者而言，没有调解就是

最好的调解。

法理情理结合
巧妙化解干戈
一年半间，袁刚调解工作室通

过“稳扎稳打”，收获了群众一波好

评。

群众每遇纠纷，第一个想到的

人就是他，甚至有些侵权者被调解

后，遇到问题也会找上他。这让袁

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快树立起来。

威信足，但袁刚在调解中依然

秉持法度。在每次调解之前，袁刚

都会把相关法律条文以短信的形

式发给对方，为调解奠定基础。在

调解过程中，袁刚也会法理情理相

结合，巧妙化干戈。

“大家相信我是我的荣幸，但

不要因为给我面子而答应调解，我

们要用法治建设社区，永远不能逾

越法律底线处理问题。”袁刚说，只

有每个人心中有法，那日后就算他

不在乐安工作，大家也能依法办

事，依法自治。

为了在调解工作中，充分运用

法律法规给大家讲道理，袁刚除了

必要的学习之外，还专门组了一个

“法治乐安”群。群里有警务室、综

合行政执法等相关人员，大家经常

在群里讨论，分析案件。“哪条法律

法规出台了，修改了，大家都会及

时沟通，用在工作之中。”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

在狮山罗村，像袁刚调解工作

室这样的平台还有陈平功人民调

解工作室，正是有了它们引导群众

依法理性有序反映诉求，群众之忧

之难才能及时化解在基层。

而这种“党建引领+多元自

治+普法宣传+调解工作室”的矛

盾纠纷化解机制，对于推进狮山

镇人民调解工作品牌化、职业化、

专业化建设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作用。

■袁刚为怡乐花园的住户和商家调解，讲解法律知识。

■袁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