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坛法院发出
首张“禁酒令”

! ! ! !

本报讯 金坛市一电厂职工近日

因酒后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
!"

个月、

缓刑一年，同时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

饮酒。据悉，这是自
#

月
!

日《刑法修

正案（八）》颁布施行后金坛法院发出

的首张缓刑“禁酒令”。

事发去年
!!

月的一天晚上。高某

和朋友聚餐，一斤白酒下肚，高某满脸

通红、胡言乱语，朋友怕他出事，请的

哥王某送他去医院救治，谁知到医院

后，醉酒的高某朝王某面部打了一拳，

王某鼻骨粉碎性骨折。

案件审理中，高某根本不记得打

人这件事，他对自己酒后犯罪行为悔

恨不已。金坛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某

随意殴打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因

其认罪态度较好，且取得受害人的原

谅，遂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但

鉴于本案系高某酒后所致，为使被告

人引以为戒，也为避免高某在缓刑考

验期内再次酒后犯罪，对其适用了

“禁酒令”。

!坛法 实习记者 贾帝"

江苏大娘水饺
餐饮有限公司

协办
江苏大娘水饺
餐饮有限公司

协办

大千世界常州新闻
!

"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社会新闻部主办 主编：史燕 编辑：王艺

记账网走俏
都市白领挥别消费陋习

! ! ! !

六月份窜高的
'()

让都市白领们下

意识地捂紧荷包，近日，打着“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旗号的记账网受到白领们的

追捧，纷纷收起过去花钱的潇洒劲儿，借

助“账本”改掉坏的消费习惯，琢磨起如

何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无论是柴米

油盐、工资奖金，还是基金定投、资产变

动，每笔账都可以记录在网页上———这

就是记账网的妙用。目前，国内的记账网

已经有五六十家。

戒“冲动消费”
早饭，包子

*

豆浆，
+

元；午饭，洋快

餐，
!&

元；打的，
!!

元；晚饭，下馆子，
#,

元；买水果，
+"

元……这是常州网友“一

抠到底”一天的账本，算算一天的花销，

她果断决定，以后要少下馆子，改为叫外

卖或者做饭。

网友“小肥猫账簿”
%

月初开始网

上记账：理发
*

发膜
!&"

元、充话费
!""

元、超市购物
!"-.#

元、缴上网费
#"

元、请客吃饭
!#,

元……短短一周时

间，她就已经用去
%&"

元。大半个月的

生活预算一周就花了，真是不记不知

道，一记吓一跳。反思一周的消费，“小

肥猫账簿”认为，发膜根本就是冲动消

费，请客吃饭也是一时兴起，“从下周

起，勤俭持家！”

少了冲动消费，荷包里的钱变得很

耐用。第二周周末晚上，“小肥猫账簿”一

查账本，得意地笑了：“
%

月
!!

日到
!%

日，我只花了
+-#

元，得买一盒冰淇淋奖

励自己一下。”

戒“惯性消费”
家住怀德苑的小孙在我市一家地方

媒体工作，习惯出门打的，每次
!"

多元，

也不是什么大数字。记账网上记了一个

月的账之后，小孙猛然发现，自己的月交

通费居然高达
!#""

元。“原来积少成多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坏习惯太可怕了。”

小孙告诉记者，今后一定要多坐公交车，

多出动“
!!

路”。

柴米油盐可以省，不过，在服饰的

选择上，不少白领坚持认为，再怎么省

也要保持
/0

风范。在新北区一家外企

工作的郭小姐告诉记者，自己原本每周

都会和闺蜜相约逛逛新世纪商城、泰富

百货等各大商场，遇见喜欢的卡一刷，

几百元就打水漂了，一个季度要在衣服

上花五六千元。记账后才发现，衣服的

费用已经占了总消费的
,"1

，她很是

后悔，“刷卡的时候没感觉，记账时看

到这么多钞票花在衣服上，我的心就在

滴血啊！”

现在，郭某已找到了省钱的新方

法：先去商场里试穿，记下合适的品牌

和货号，然后回家上网买，可以省一半

的钱，而且网上的原单服装如果仔细

挑，搞不好还能碰到大牌货，价格只有

商场里价格的零头，她向记者炫耀：

“我现在每个月衣服的消费都控制在

!"""

元之内。” 实习记者 贾帝

“王老吉”里喝出“果冻”
厂方代表：可能是易拉罐漏气所致

戚区一菜馆被吃“霸王餐”，只因———

! ! ! !

“记者同志，我越想越郁闷，
!"

个人吃了我
2""

多块钱的饭菜，最

后因为一罐‘王老吉’有质量问题，

饭钱也没给就走了！”昨天上午，戚

区五一路上“五一菜馆”的老板张灿

平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

，讲

述他在
$#

日碰到的一桩窝心事。

“批发部的老板带了‘王老吉’的业

务员来看过，只答应赔一箱‘王老

吉’，
2""

多块饭费就没说法了。”张

灿平无奈地说。

一罐“王老吉”惹祸
在“五一菜馆”，张灿平告诉记

者，
$#

日中午，
!"

个人来店里定了

包厢后，点菜时要了
#

听“王老吉”，

之后又添了
$

听，“都是冰冻的。菜

刚上了两个，他们就把我老婆喊到

包厢去了。”一旁的张妻说，当时一

个客人拿着
!

听“王老吉”问她，饮

料是不是过期的？“我说没有过期

啊，他反问，那怎么会这个味道？里

面还有东西？”张妻仔细一看，那听

“王老吉”里果然有些黑色的、已经

凝固成果冻状的异物，一时不知怎

么回答，只好安抚客人，“我说你们

先吃饭吧。”

饭后结账时，张灿平扣除了那

瓶有问题的“王老吉”，对方尚需付

2""

多元的饭钱。但是，对方抓住

那听“王老吉”问题不肯放，“我们

做小本生意，又理亏在前，最后只

能让他们不付钱就走掉了。”

呈果冻状、明显浑浊
说着，张灿平拿出他保存着

的那听“王老吉”凉茶。在倒出两

啤酒杯的凉茶后，罐口被一大块

黑色的、果冻状异物卡住（如图），

“你看，这么大一块东西，人家幸

亏没吃下去，也不知道对人体有

没有害！”张灿平说。记者观察啤

酒杯里的凉茶后发现，凉茶较浑浊，

还有些丝絮状杂质，闻起来味道也怪

怪的。根据罐底钢印显示，饮料是今

年
#

月
!%

日生产的，并未过保质期。

据张称，
$#

日下午他就打电话给进

货商———武进区遥观镇“小山副食品

批发部”老板黄某，黄某第二天带了

一个“王老吉”的业务员过来看了看，

“业务员提出赔一箱‘王老吉’给我，

我没同意。”

昨天中午，记者联系上黄某后，他

表示自己经营的“王老吉”饮料都是从

正规经销商那里批的货，“那罐饮料我

听业务员说可能是因为罐体漏气了，

具体厂方的徐经理正在处理此事。”

罐体漏气糖分氧化？
记者随后联系上“王老吉”常州

地区销售经理徐某。“我们是有同事

去看过，估计那罐凉茶是在运输过程

中漏气了。”徐某称，因为王老吉凉茶

中含有中草药成分，出厂时厂方经过

严格检测，漏气饮料都会被查出，但

在商品运输过程中有些不定因素，一

些饮料罐就会受压漏气，“（漏气后）

凉茶里的糖分可能氧化，就会产生类

似果冻的物质，至于是否影响消费者

身体健康，还需要检测。”

徐某表示，消费者在张老板的饭

店喝到有异物的“王老吉”，完全可以

按照正常途径维权，“可以向消协投

诉，我们会积极配合处理。”此外，他

认为张老板完全可以要求消费者付

清饭钱，“不是说饮料有问题，饭钱就

可以不付，你说对吧？”他说尽管如

此，下午他会到“五一菜馆”去，和张

老板再度协商，处理好此事。

发稿前，记者通过百度搜索了“王

老吉喝出异物”，结果找到
!"#"""

个

相关结果，消费者喝到果冻状异物也

曾有过新闻报道。

童华岗 郭金龙 文
!

摄

出租屋管理，颜色“说话”
绿、黄、红分级，居民放心

“我隔壁的两户人家长年出租，

外地人深夜进进出出，也不知干吗，

我又不好意思问，总觉得他们形迹可

疑，今天看到那两家邻居上了绿色

‘放心户’名单，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下

了。”昨天上午，戚区戚大街社区橱窗

旁，何师傅一边看着出租房屋分级分

色管理公示牌，一边笑逐颜开。

戚区推行的出租房屋分级分色

管理工作，是根据房屋租赁行为当事

人的实际表现、出租房屋设施配备和

治安状况，实行积分管理和层级管

理，并相应进行“绿色”、“黄色”、“红

色”分色标注，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

“对出租房屋实行
!"

分制积分评

定，
+

分以下、
+

分至
,

分、
,

分以上的出

租房分别是‘放心户’、‘关注户’和‘重点

管理户’，对应‘绿’、‘黄’、‘红’三色，在

社区、警务室以及相关公共服务网站予

以公示。”戚街道派出所朱忠明所长向记

者介绍，红色重点管理户，警方会责令其

半月内整改到位，如果教育后仍不落实

整改措施、不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做好管

理工作的，公安、城管、税务等职能部门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黄

色、绿色出租户也都有对应的巡查措施。

图为民警向居民解读出租屋

#公示牌$% 童华岗 方雷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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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连环套被骗12万
! ! ! !

本报讯
%

月
$#

日中午，武进

邹区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市民遭遇

“连环套”：先后有人冒充邮局工作

人员、警察、银行工作人员，结果被

骗掉
!$

万元。

当天早上，在邹区灯具城做灯具

生意的老汪拿起手机，看到一条陌生

号码的短信，说是他有一个包裹在邮

局没有领取，然后给了他一个邮局的

号码，让他联系。老汪平时在业务往来

中也会有包裹，没多想就照着号码打

了过去。对方自称是常州邮局工作人

员，告诉老汪说他的包裹已被常州市

公安局刑警大队扣押，里面有毒品吗

啡，然后又给了他一个警官的电话。

老汪一时懵了：我的包裹里怎么

会有毒品呢？他赶紧打电话给常州刑警

大队的警官了解情况。一个自称周警官

的人在电话里对老汪说，寄给他的包裹

里的确有毒品吗啡，还有两张以他名字

开户的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有
+""

多万元，查证下来都是用于毒品交易

的，另外一张卡已被恶意透支
$""

万

元，并“善意”提醒老汪他的银行账户信

息可能已被盗用，已经帮他联系好了银

行工作人员，让他赶紧把手头所有的银

行卡账户进行升级保护，之后就给了老

汪一个银行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

老汪立马照着“周警官”提供的

号码打了电话。电话那边一男子听老

汪说了情况后，便说：这个银行账户

升级保护只有
3)(

客户才享有，既

然“周警官”已经帮忙联系好了，就卖

个面子帮老汪把账户升级保护，并让

老汪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之后就

给了老汪一个银行账号，并催促老

汪，不要挂电话，听他指示赶紧把所

有银行卡上的钱汇到这个账号上。

此时的老汪已经完全没有了辨

别思考能力，按照对方的指示总共

汇款
!$

万元。

等老汪汇完钱，电话那头立马

挂断了。老汪拼命打电话，再也打不

通了。老汪只好向邹区派出所报了

警。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

!蒋王意 小波"

都是骗人的

银行提醒、恩师求助

! ! ! !

骗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恩师，

一天内行骗两起，受骗总额达
!&

万

元。金坛警方近日披露了这两起诈

骗案，提醒市民切勿上当。

一
冯女士在长荡湖边从事养殖

业，
%

月
$"

日上午，她的手机收到

一条“温馨提示”短信：“
""

银行温

馨提示，我行将在您名下账户中扣

除
!22"

元费用，如有问题请与客服

部核实：
"#!-455555!%

。”冯某不解：

为何要扣除这笔费用？于是就按照

短信上的号码回拨过去，对方自称

是
""

银行的“客服人员”，告诉她，

她在今年
2

月
$&

日办理过一张
#

万元额度的信用卡，但已被人透支

2.%

万元，现在又被扣除了
!22"

元。

冯某说，我从来没有办过信用卡啊！

“客服”告诉她，可能信用卡是被他

人以其名义盗用。冯某闻听急问怎

么办，“客服”安慰她，不要着急，并

建议她与警方联系。于是，冯某按照

“客服”提供的电话打给了负责办理

此案的“王警官”，“王警官”向她证

实，有人冒充其办理的这张信用卡

已被人盗用，属于金融诈骗，目前这

笔透支的金额已被警方冻结起来，

并加设密码，实施
$2

小时监控。

冯某又按照”王警官“的要求拨

打了另外一个号码，一自称银监会监

事、分管银联的“刘科长”告诉她，为安

全起见，建议她赶紧把名下的钱都取

出来，转存到一个安全账户内，暂时帮

其冻结起来，防止不法分子再次盗用。

冯某直到此时仍蒙在鼓里，真的到

678

机上按“刘科长”的要求将自己

银行卡内的
,--&,

元转至对方两个

账户。到了晚上，她将此事告知亲友，

亲友怀疑她遇到了电信诈骗，她立即

查询，近
%

万元存款已被对方取走。

警方提醒!

此案中骗子配合紧密& 先后冒

充银行'警方'银监等工作人员&一

步步使人落入陷阱& 具有较大的隐

蔽性%

二
金坛有家民营企业的老总吴某

!"

年前曾在广州深圳一带打工，其

间认识了当地一富豪田某，并在其

帮助下回金坛创建了自己的企业。

平日里，吴某老是对员工说：“吃水

不忘挖井人，我能有今天的事业，多

亏得到恩师田某的点拨，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

月
$"

日上午
-

点，吴某接到一

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口广东口音，

“小吴，你还认识我吗？我是深圳的田

某。”吴某一听是恩师，询问“田某”现

在何处。“田某”告诉他，自己正在南京

出差，不过由于嫖娼被当地警方抓了，

现在警方对其进行取保候审，需要保

证金
+

万元，希望吴某能汇些钱给他

救急。吴某二话不说，按“田某”提供的

银行账号汇了
+

万元。一小时后，“田

某”又打来电话，说“
+

万元已经收到

了，还要
$

万元疏通费。”到了中午，吴

某再次接到“田某”电话，称被罚款
,

万元，否则就要拘留。吴某一一照办。

汇完
!!

万元后，吴某才开始起

疑：田某平时说话挺干脆，今天怎么

再三要汇钱过去？他通过深圳的朋

友多方打听，最后联系上田某，对方

称自己没有出差。

警方提醒!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自己的私

密事最好还是#守口如瓶(% 骗子就

是利用吴某对田某的感恩图报之

心&假冒恩人田某&使得吴某最终放

松了警惕%

杨林虎 王辉 江潇

骗术太老套 仍有人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