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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2017 年 1-3 季度矛盾纠纷化解个案奖补公示表 

市级 1-3 季度              

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1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2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2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3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3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4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4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5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5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6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6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7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7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8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8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9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09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0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0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1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1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2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2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3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4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4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6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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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5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7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6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8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7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19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8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20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19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21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20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22号 医患纠纷 较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21 2017年度枣医调字第023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枣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裕  

22 枣金消调卷字[2017]01号 金融消费 重大纠纷 枣庄市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栗思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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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 1-3 季度              

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 R2016001430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2 R2017001457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3 R2017001456 死亡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4 R2017001414 死亡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5 R2017001031 死亡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6 R2017000150 拆迁补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7 R2017000422 房屋拆迁与征地补偿 疑难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8 R2017000777 房屋拆迁与征地补偿 疑难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9 R2017000405 房屋拆迁与征地补偿 疑难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10 R2017000421 房屋拆迁与征地补偿 疑难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11 R2017001505 房屋拆迁与征地补偿 疑难纠纷 滕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严君  

12 2017040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13 2017003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14 2017020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15 2017072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16 2017066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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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7 2017030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18 2017079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19 2017055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0 2017049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1 2017033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2 2017010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3 2017019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4 2017005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5 2017014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6 2017013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7 2017056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8 2017034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29 2017054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0 2017065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1 2017026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2 2017007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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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33 2017025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4 2017016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5 2017009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6 2017012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7 2017004 交通事故 重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8 2017006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39 2017017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40 2017015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41 2017002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42 201701 交通事故 较大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43 2017001 交通事故 疑难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44 2017008 交通事故 疑难纠纷 滕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清东  

45 滕医调卷字[2017]004 号 医患矛盾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甄永辉  

46 滕医调卷字[2017]013 号 医患矛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王介胜  

47 滕医调卷字[2017]005 号 医患矛盾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甄永辉  

48 滕医调卷字[2017]024 号 医患矛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刘继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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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49 滕医调卷字[2017]012 号 医患矛盾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王介胜  

50 滕医调卷字[2017]031 号 医患矛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刘继谦  

51 滕医调卷字[2017]044 号 医患矛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王介胜  

52 滕医调卷字[2017]010 号 医患矛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刘继谦  

53 滕医调卷字[2017]026 号 医患矛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刘继谦  

54 滕医调卷字[2017]011 号 医患矛盾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甄永辉  

55 滕医调卷字[2017]019 号 医患矛盾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甄永辉  

56 滕医调卷字[2017]017 号 医患矛盾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王介胜  

57 滕医调卷字[2017]006 号 医患矛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刘继谦  

58 2017 滕姜法非诉第 1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姜屯法庭 
狄宪才 
孟祥运  

59 2017 滕姜法非诉第 59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姜屯法庭 
狄宪才 
孟祥运  

60 2017 滕界法非诉第 32 号 抚养权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界河法庭 时钧清  

61 2017 滕界法非诉第 10 号 买卖合同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界河法庭 
时钧清 
张培蕴  

62 R2017001445 赡养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官桥法庭 
王新宇 
倪士国  

63 R2017001522 房屋买卖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官桥法庭 
王新宇 
倪士国  

64 2017 滕木法非诉第 39 号 离婚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木石法庭 张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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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65 2017 滕木法非诉第 84 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木石法庭 刘  军  

66 2017 滕法诉非第 56 号 离婚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 杜厚林  

67 2017 滕法诉非第 131 号 买卖合同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人民法院 杜厚林  

68 2017－05 工伤赔偿 疑难纠纷 滕州市中立和解法律服务社 冯  杰  

69 滕官人调字 2017 第 2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官桥镇调解中心 倪士国  

70 滕官人调字 2017 第 1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官桥镇调解中心 倪士国  

71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2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2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1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3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3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4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14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5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16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6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17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7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25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8 
滕级人调字 2017 

第 26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级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翟德涛  

79 
滕羊人调字 2017 

第 8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羊庄镇调解中心 李建新  

80 
滕羊人调字 2017 

第 11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羊庄镇调解中心 张井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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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81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01 号 劳动争议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东沙河人民调解委员会 黄传琛  

82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03 号 劳动争议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东沙河人民调解委员会 黄传琛  

83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04 号 非正常死亡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东沙河人民调解委员会 黄传琛  

84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07 号 非正常死亡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东沙河人民调解委员会 黄传琛  

85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08 号 非正常死亡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东沙河人民调解委员会 黄传琛  

86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10 号 征地与拆迁补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东沙河人民调解委员会 黄传琛  

87 
滕荆人调字 2017 

第 06 号 非正常死亡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荆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培成  

88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15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89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12 号 征地补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0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09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1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10 号 征地补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2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05 号 征地补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3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11 号 征地补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4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14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5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02 号 征地补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6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06 号 征地补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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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97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03 号 征地补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8 
滕柴人调字 2017 

第 017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柴胡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阮祥伟  

99 
滕南人调字 2017 

第 006 号 交通事故 疑难纠纷 滕州市南沙河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袁广斌  

100 
滕西人调字 2017 

第 006 号 经济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西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  斌  

101 
滕西人调字 2017 

第 004 号 经济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西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  斌  

102 
滕西人调字 2017 

第 001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西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吕传伦  

103 
滕西人调字 2017 

第 003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西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  斌  

104 
滕木人调字 2017 

第 03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木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平心  

105 
滕木人调字 2017 

第 02 号 死亡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木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平心  

106 
滕界人调字 2017 

第 17 号 非正常死亡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界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陈  明  

107 滕界人调字 2017 
第 4 号 合同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界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陈  明  

108 
滕滨人调字 2017 

第 7 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滨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如茂  

109 
滕滨人调字 2017 

第 6 号 民间借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滨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毛立华  

110 
滕滨人调字 2017 

第 17 号 涉军信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滨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毛立华  

111 
滕滨人调字 2017 

第 16 号 合伙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滨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毛立华  

112 
滕滨人调字 2017 

第 15 号 医患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滨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毛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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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13 
滕滨人调字 2017 

第 11 号 合伙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滨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毛立华  

114 
滕滨人调字 2017 

第 10 号 信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滨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如茂  

115 
滕姜西城村人调字 2017 

第 1 号 死亡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姜屯镇西滕城村调委会 
徐  兵 
徐宝标 

 

116 
滕姜胡村人调字 2017 

第 1 号 死亡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姜屯镇胡村调委会 胡震震  

117 
滕姜白了寺村人调字 2017

第 1 号 死亡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姜屯镇白了寺村调委会 
王其允 
王其峰 

 

118 
滕姜人调字 
2017 第 15 号 死亡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姜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王  艳 
方玉申 

 

119 
滕姜人调字 
2017 第 1 号 死亡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姜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王  艳 
宋士强  

120 
滕姜满庄村人调字 2017 

第 01 号 死亡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姜屯镇满庄村调委会 张常廷  

121 
滕鲍人调字 

2017 第 019 号 土地租赁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鲍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宋乐飞  

122 
滕鲍人调字 

2017 第 022 号 土地租赁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鲍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宋乐飞  

123 
滕鲍人调字 

2017 第 004 号 拖欠工程款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鲍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宋乐飞  

124 
滕鲍人调字 

2017 第 005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鲍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宋乐飞  

125 滕鲍人调字 
2017 第 010 号 死亡赔偿归还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鲍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宋乐飞  

126 
滕大人调字 

2017 第 003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大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义德  

127 
滕大人调字 

2017 第 001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大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马义德  

128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30 号 抚养权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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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29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33 号 土地承包及欠款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0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26 号 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1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20 号 宅基地多年上访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2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5 号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3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14 号 非正常死亡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4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09 号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5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08 号 雇员受伤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6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06 号 土地租赁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7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03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8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04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39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01 号 非正常死亡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40 
滕龙人调字 

2017 第 002 号 非正常死亡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龙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相修国  

141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10 号 非正常死亡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滕州市东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夏令坤  

142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14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滕州市东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任成迎  

143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15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东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飞宇  

144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13 号 非正常死亡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东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冯统业  

145 
滕东人调字 

2017 第 011 号 占地补偿纠纷 重大纠纷 滕州市东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任成迎  



12 
 

薛城区 1-3 季度              

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 （2017）薛临人调字 1号 物业合同纠纷 疑难纠纷 临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肖英 
杨家銮  

2 （2017）薛临人调字 4号 邻里纠纷 较大纠纷 临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家銮  

3 （2017）薛临人调字 6号 婚姻纠纷 较大纠纷 临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家銮  

4 （2017）薛临人调字 7号 公伤纠纷 较大纠纷 临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家銮  

5 （2017）薛临人调字 8号 交通事故 疑难纠纷 临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家銮  

6 （2017）薛临人调字 9号 人身伤害纠纷 重大纠纷 临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家銮  

7 （2017）薛临人调字 19 号 人身伤害纠纷 较大纠纷 临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杨典胜 
杨家銮  

8 （2017）薛周人调字第04 号 房屋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周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王运光  

9 （2017）薛周人调字第09号 人身侵权纠纷 重大纠纷 周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王运光  

10 （2017）薛周人调字第29号 相邻关系纠纷 较大纠纷 周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王运光  

11 [2017]薛常人调字 11 号 人身损害 疑难纠纷 常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赵月成  

12 [2017]薛常人调字 12 号 合同纠纷 疑难纠纷 常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赵月成  

13 [2017]薛常人调字 14 号 房屋买卖纠纷 疑难纠纷 常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赵月成  

14 [2017]薛常人调字 18 号 工伤死亡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常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赵月成  

15 [2017]薛常人调字 23 号 房屋买卖纠纷 重大纠纷 常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赵月成  

16 [2017]薛常人调字 24 号 土地流转合同纠纷 疑难纠纷 常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赵月成  



13 
 

山亭区 1-3 季度              

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 山桑调字[2017]第 03 号 人身伤亡赔偿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桑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芳  

2 （2017）山调徐字第 01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徐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正祥  

3 （2017）山调徐字第 03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徐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正祥  

4 （2017）山调徐字第 04 号 财产分割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徐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正祥  

5 （2017）山调徐字第 05 号 财产分割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徐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正祥  

6 （2017）山调北字第 01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北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党艳梅 

尹作营、牛奔天  

7 （2017）山调北字第 02 号 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北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党艳梅 

尹作营、牛奔天  

8 （2017）山调水字第 003 号 债务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马运生  

9 （2017）山调水字第 004 号 婚姻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张桂红  

10 （2017）山调水字第 005 号 财产损害 重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张桂红  

11 （2017）山调水字第 006 号 债务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刘玉友  

12 （2017）山调水字第 007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袁汝伦  

13 （2017）山调水字第 008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袁汝伦  

14 （2017）山调水字第 009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连士云  

15 （2017）山调水字第 010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连士云  

16 （2017）山调水字第 011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连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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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17 （2017）山调水字第 012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连士云  

18 （2017）山调水字第 013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连士云  

19 （2017）山调水字第 014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王兴银  

20 （2017）山调水字第 015 号 损害赔偿 重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连士潮  

21 山城调字[2017]第 02 号 遗产继承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22 山城调字[2017]第 03 号 土地地界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23 山城调字[2017]第 04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24 （2017）山调西字第 007 号 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西集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汤伟  

25 （2017）山调冯字 04 号 继承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冯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旁淼 
赵国鹏  

26 （2017）山调冯字 06 号 交通事故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冯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旁淼 
赵国鹏  

27 （2017）山调冯字 08 号 交通事故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冯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旁淼 
赵国鹏  

28 （2017）山调医字第 01 号 医患纠纷 疑难纠纷 山亭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凤琦 
刁宗合  

29 （2017）山调医字第 02 号 医患纠纷 疑难纠纷 山亭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凤琦 
刁宗合  

30 （2017）山调医字第 03 号 医患纠纷 疑难纠纷 山亭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凤琦 
刁宗合  

31 山凫调字[2017]第 12 号 债权债务纠纷纠纷 重大纠纷 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32 山凫调字[2017]第 17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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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卷宗编号 纠纷类型 纠纷类别 调解组织 调解员 备注 

33 山凫调字[2017]第 18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34 山凫调字[2017]第 19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35 山凫调字[2017]第 20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36 山凫调字[2017]第 21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37 山凫调字[2017]第 26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38 山凫调字[2017]第 27 号 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凫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刘飞  

39 （2017）山调徐字第 06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山亭区徐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正祥  

40 （2017）山调徐字第 07 号 宅基地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徐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李正祥  

41 山城调字[2017]第 05 号 宅基地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42 山城调字[2017]第 06 号 婚姻家庭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43 山城调字[2017]第 07 号 债务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44 山城调字[2017]第 08 号 交通事故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45 山城调字[2017]第 09 号 婚姻家庭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46 山城调字[2017]第 10 号 人身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47 山城调字[2017]第 11 号 人身侵权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48 山城调字[2017]第 12 号 婚姻家庭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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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山城调字[2017]第 13 号 交通事故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城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闫佩恒  

50 （2017）山调水字第 018 号 宅基地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柴茂平  

51 （2017）山调水字第 022 号 承包地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水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张明启 
徐公平  

52 山桑调字[2017]第 04 号 同居关系纠纷 较大纠纷 山亭区桑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芳  

53 山桑调字[2017]第 05 号 民间借贷纠纷 较大纠纷 桑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芳  

54 山桑调字[2017]第 06 号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疑难纠纷 桑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芳  

55 （2017）山调西字第 008 号 离婚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西集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宋剑  

56 （2017）山调店字第 008 号 家庭财产析产纠纷 重大纠纷 山亭区店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孙贻喜 
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