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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是里商乡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吗?老板把我的工钱算错了，

你们过来帮我解决下……”电话

里一位自称老杨的农民工激动地

说。

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到，

今年3月份，老杨在一家建筑工

地做工，按天计酬。另外，当工地

需要运石料时，老杨的电动三轮

车就派上了用场，工地上负责人

就会让他运上几车，并按车次额

外计报酬。可在结算工钱时，老

杨拿到的工钱却发现与自己应得

的报酬有很大出入，在和工地负

责人清算时，双方各有一账，互不

妥协。情急之下，老杨打了求助

电话到乡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寻

求帮助。

接到老杨的求助电话后，调

解中心工作人员当天就找到了老

杨和工地负责人，经过详细调查

发现，关键问题是双方所记的天

数和车辆搬运次数对不上。工作

人员随即核对了双方的账本，在

碰到争议时，便向工地上的知情

人进行调查核实。经过工作人员

认真细致的核对和调查，两小时

就把老杨的账给理清了，也得到

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

据悉，里商乡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自2018年8月成立以来，本

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共同打造

平安淳安的宗旨，坚持及时高效

的调解原则和耐心周到的工作态

度，尽心尽职调解劳动纠纷，受到

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结算工钱有出入
调解人细心核查止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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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

一句良言，可总有人听不进去。

一天，吴某醉酒后驾车从姜家镇西坡酒

店驶往狮城路方向，在途经姜家镇中心小学

门前路段时，将停靠在路边的一辆二轮电动

车撞翻，造成蒋某当场死亡、两车受损的重大

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吴某驾车逃逸。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抢救伤

员，勘查事故现场。经检测，吴某血样乙醇含

量为160.1毫克/100毫升，达到醉酒后驾驶

机动车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

随后，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吴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吴某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

规定，交警部门对吴某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

罚。

什么是“终生禁驾”？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

通事故后逃逸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哪些情况会被判“终生禁驾”？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涉及“终生禁

驾”的主要有两条：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

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

逸。

终生禁驾可以解除吗？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关于解除的方

法和规定，对处罚决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

议。

交警提醒，如果被终身禁驾的人员再次

驾驶车辆，一经查实，违法司机将按“无证驾

驶”处理，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

处15日以下拘留。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时刻

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别以身

试法。

醉酒肇事逃逸
终生禁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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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临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

一起“打草惊蛇”引起的纠纷，双方当事人达

成一致的赔偿意见。

去年，家住临岐的王某在一个基地上拔

草时，不慎被毒蛇咬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救

治，之后转到另外一个医院治疗，住院休息几

个月后，王某已无大碍。

住院期间，基地负责人先行支付了一部

分医疗费。王某出院后，认为自己是因工受

伤，与基地就赔偿问题产生了纠纷，并向临岐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希望通过法律

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日，临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

邀请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调解。在耐心听

取了双方陈述后，调解员指出，雇工在工作期

间受伤，雇主要承担赔偿责任。经过调解，双

方达成了一致的赔偿意见。

目前，因农忙导致的雇工受伤事件
时有发生。对于此类案件，厘清雇工和
雇主之间的责任是关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
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
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责
任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当事人要理性
思考、合理合法维护自身权益，以便更好
地解决问题。

“打草惊蛇”受伤
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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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者签了租赁合同，付了

房租，还拿到了房门钥匙，却发现

房门根本打不开，这是咋回事

……”近日，青溪派出所接到熊女

士报警，称自己被“房东”骗取租

金6900元。为此，办案民警迅速

展开调查取证，组织警力赶赴杭

州将嫌疑人抓获。

原来熊女士遇上了“假房

东”。7月12日至19日期间，熊女

士在租房平台上发布租房需求，方

某某以手上有一套在某小区的房

产要出租为由添加了熊女士微信，

并将房屋照片发给她，急着租房的

熊女士看了照片后表示满意。方

某某开价租金每月2100元，双方

协商后决定以每月1700元的价格

租下，付六押一。熊女士通过微信

付了500定金，并约定19日签订

合同，交付钥匙。

7月19日，双方签好合同后，熊

女士再次用微信支付方某某6400

元，并协商剩余租金去银行转账，熊

女士顺利拿到了房门的钥匙。可

是，当她赶到租房处准备开门进屋

时，没想到，钥匙插进锁孔后，根本

打不开“租凭的房子”。她联系对

方，可对方谎称拿错钥匙并向熊女

士讨要剩余房租。熊女士心生疑

虑，便去询问小区物业，物业称，她

所租凭房子的业主根本不是方某

某。直到这时，熊女士才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立即赶往派出所报案。

目前，方某某因涉嫌诈骗被青

溪派出所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租房遇到糟心事
假房东发财美梦速破灭

鲁拥民
···

在传统印象中，法院一丝不

苟，给人“保守”的印象，甚至在人

们看来，创新似乎与法院没啥关

系。

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不变”

是否意味着法院所有的一切就应

该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呢？答案无

疑是否定的。法院也应顺应潮流、

与时俱进，这就是法院的“变”。

首先，所谓“法久弊生，不能不

变”，现行法院的运行模式，可能会

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便利，如部

分当事人立案过程中因种种原因

需要跑多趟，庭审过程中因当事人

路途较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等，传统的制度设置已经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

需要法院适时予以改变。

其次，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已经融入我们

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支付宝、

微信到大数据、网上购物等等不一

而足，法院受理的涉互联网因素案

件也在逐年增加，法院不能置身其

外。

再次，部分科技成果进入法

院的初步尝试，已给法院、当事

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如

现在推行的庭审记录改革，书记

员无需出庭记录，解除了书记员

的工作束缚，让其从繁琐的庭审

记录中摆脱出来，专心从事其他

工作，节约了司法成本；又如浙

江省高院推广应用的手机移动

微法院，改变了传统的立案、送

达、审判模式，极大地方便了当

事人和法官，利用率节节攀升；

再如智慧法院、网上立案、在线

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等多种线上

服务，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法院传统的工作方式，方便了法

官办案，便利了当事人诉讼，真

正体现了便民、利民。

当然，法院的“变”并不是大

而化之的，需要“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需要我们厘清法院“变与

不变”的范围，哪些不应变、不能

变，哪些要变、及时变。“不变”的

是法院、法官对公平正义追求的

目标以及司法自身的逻辑和规

律；变的是服务公正的方式、态

度、手段等，任何为创新而创新的

变化都是需要加以防备和警惕

的。同时对于一些好的变化，需

要当事人、律师，以及法官思维的

尽快转变。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在时代

发展的浪潮中，法院无法置身其

外，法官无法做“局外人”，这决定

了我们要“变”。当然，我们要变的

是路径与手段，不变的是对公平正

义的价值追求。我们唯有守住“不

变”，探索“变”，用“变”来更好的服

务“不变”，在“变”中得实惠、惠民

生，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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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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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县各类建设项目的加快推进，工程渣

土的运输与消纳处置问题也日渐显露。渣土偷

倒行为导致污染环境、破坏道路，群众对此意见

很大。

近日，记者从县城市管理局青溪新城中队获

悉，一工地因随意堆放渣土，破坏城市环境，且警

告后未整改被顶格处以5万元罚款。

城管青溪新城中队执法人员巡查至睦州大

道时，发现一工地附近堆放大量渣土，也未遮盖，

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影响，经过现场勘查询问得

知，此为开发商安排施工人员堆放。由于此处并

非是工程渣土堆放点，执法人员当即展开立案调

查。

经调查，为图施工便利，开发商从2018年5

月起，在未办理任何堆放渣土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将渣土堆放在项目工地红线外位置，堆放量

已达一万立方。2018年7月，城管部门经过取证

约谈，向开发商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当事

人逾期仍未改正到位。

近日，城管青溪新城中队再次约谈当事人，

并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对该单位作出

了5万元的顶格处罚决定。

工程渣土的整治与市民息息相关。县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

者堆放建筑垃圾的，除了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单

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

元以下罚款。

同样，对密封、包扎、覆盖不严密，导致泄漏、

遗撒的渣土车，由执法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没有对车辆进行密封、包

扎、覆盖的，由执法机关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

“建筑垃圾乱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居环

境，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帮助我们

提高查处效率。”县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渣土运输治理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重点问题，围绕

工程渣土产、运、消各个环节，城管部门坚持整治

不放松、严管不懈怠、严查不动摇，打好千岛湖蓝

天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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