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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字第320400201300023号建
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届满且未
申请延期，按相关规定，我局拟注销该
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请项
目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常州市规划局网
站（网址：http://www.czghj.gov.
cn）查看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16
年8月8日起至2016年8月18日止。

地字第320400201400029号建
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届满且未
申请延期，按相关规定，我局拟注销该
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请项
目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常州市规划局网
站（网址：http://www.czghj.gov.
cn）查看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16
年8月8日起至2016年8月18日止。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9日

公 告

本机关依法对宋产方、徐建英、

宋涵钰在武进区湖塘镇御城681幢

C室基础上涉嫌违法建设立案查处，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

送达《限期提供合法手续通知书》

【常武城执通字（2016）第4743号】，

请自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向本机关

提供相关合法手续，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逾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

提供的，本机关将依法查处。

常州市武进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公 告

序号 房屋坐落 房屋面积
（㎡）

1
2
3
4
5
6
7

新民路22号楼202室
新民里3幢乙单元504室
新民苑9幢甲单元201室

季子里8-5号
季子里8-3、8-8号

季子里8-9号
季子里8-12、8-13号

113.59
59.22
134.05
43.19
64.42
21.43
67.14

关于火车站南广场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2016年 7月 3日起，我局对火车站南广场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征收范围
内的房屋开展调查登记，本项目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已于2016年 7
月 25日在征收现场公布，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为保障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现将所有权人不明确（包括无产权关系证明、产权人下落不
明、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人等情形）的被征收房屋进行公告，请相关
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
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办公室联系申报举证。联系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季子里
8-7号312室，联系电话：15720631972。逾期未申报举证，按照《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暂行办法》（常政规[2011]2号）等有关规定处理。

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
2016年8月9日

常烟专〔2016〕公字第27号

2016年7月20日，我局稽查人员会同

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凌家塘物流中心

10幢13-14号的常州老邓物流中心进行检

查，在其卸货处的一辆牌号为皖M5C349

的卡车上查获装有卷烟的箱子5只，起获卷

烟：南京（红）450条。根据《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

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

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

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八月九日

常烟专〔2016〕公字第28号

2016年7月21日，我局稽查人员

会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丽华北路

286号的中国邮政快递公司的物流分

拣处进行检查，查获装有卷烟的箱子1

只，起获卷烟：中华（软）48条。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

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

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

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八月九日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烟专〔2016〕公字第26号

2016年7月17日，我局稽查人员会

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

社塘路1号圆通快递进行检查，查获装有

卷烟的箱子2只，起获卷烟：芙蓉王（硬

金）、南京（红）、利群（新版）共计3个品种

60条。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

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

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八月九日

根据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股东许新跃的申请，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5）武
法商清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江苏万帮明都
汽车有限公司企业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5月26日指定江
苏致邦（常州）律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常州分所等人组成清算组。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永安花苑（西区）35幢乙单
元 101 室；邮政编码：213164；联系人：尤莉、陆威；联系电
话 ：13506119506、15061813418】，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
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
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
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自公告之日起，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不得开展
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及其

法定代表人、相关管理人员应当从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江
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向清算组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妥善保管并移交其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因客观原因无
法提交的，应当应清算组的要求做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有
关证据与线索；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
如实回答人民法院、清算组和债权人的询问；完成人民法
院、清算组认为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江苏万帮明都汽车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万帮明都汽
车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特此公告
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O一六年八月九日

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清算组公告
（2016）万帮明都清字第02号

《常州市新龙分区XL0502基本
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常州市新港分区XG0202基本控制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常州
市新港分区XG0703基本控制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常州市奔
罗分区BL0201、BL0202基本控制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
于2016年8月9日-2016年9月9日
在常州市规划局网站（www.czghj.
gov.cn）、地块所属龙虎塘街道、春江
镇、罗溪镇人民政府公告。公告期间
公众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
期间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
证申请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
弃上述权利。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9日

公 告地字第320400201300023号建
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届满且未
申请延期，按相关规定，我局拟注销该
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请项
目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常州市规划局网
站（网址：http://www.czghj.gov.
cn）查看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16
年8月8日起至2016年8月18日止。

地字第320400201400029号建
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届满且未
申请延期，按相关规定，我局拟注销该
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请项
目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常州市规划局网
站（网址：http://www.czghj.gov.
cn）查看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16
年8月8日起至2016年8月18日止。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9日

公 告

本机关依法对宋产方、徐建英、

宋涵钰在武进区湖塘镇御城681幢

C室基础上涉嫌违法建设立案查处，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

送达《限期提供合法手续通知书》

【常武城执通字（2016）第4743号】，

请自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向本机关

提供相关合法手续，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逾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

提供的，本机关将依法查处。

常州市武进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公 告

序号 房屋坐落 房屋面积
（㎡）

1
2
3
4
5
6
7

新民路22号楼202室
新民里3幢乙单元504室
新民苑9幢甲单元201室

季子里8-5号
季子里8-3、8-8号

季子里8-9号
季子里8-12、8-13号

113.59
59.22
134.05
43.19
64.42
21.43
67.14

关于火车站南广场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2016年 7月 3日起，我局对火车站南广场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征收范围
内的房屋开展调查登记，本项目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已于2016年 7
月 25日在征收现场公布，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为保障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现将所有权人不明确（包括无产权关系证明、产权人下落不
明、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人等情形）的被征收房屋进行公告，请相关
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
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办公室联系申报举证。联系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季子里
8-7号312室，联系电话：15720631972。逾期未申报举证，按照《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暂行办法》（常政规[2011]2号）等有关规定处理。

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
2016年8月9日

常烟专〔2016〕公字第27号

2016年7月20日，我局稽查人员会同

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凌家塘物流中心

10幢13-14号的常州老邓物流中心进行检

查，在其卸货处的一辆牌号为皖M5C349

的卡车上查获装有卷烟的箱子5只，起获卷

烟：南京（红）450条。根据《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

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

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

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八月九日

常烟专〔2016〕公字第28号

2016年7月21日，我局稽查人员

会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丽华北路

286号的中国邮政快递公司的物流分

拣处进行检查，查获装有卷烟的箱子1

只，起获卷烟：中华（软）48条。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

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

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

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八月九日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烟专〔2016〕公字第26号

2016年7月17日，我局稽查人员会

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

社塘路1号圆通快递进行检查，查获装有

卷烟的箱子2只，起获卷烟：芙蓉王（硬

金）、南京（红）、利群（新版）共计3个品种

60条。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

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

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八月九日

根据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股东许新跃的申请，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5）武
法商清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江苏万帮明都
汽车有限公司企业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5月26日指定江
苏致邦（常州）律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常州分所等人组成清算组。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永安花苑（西区）35幢乙单
元 101 室；邮政编码：213164；联系人：尤莉、陆威；联系电
话 ：13506119506、15061813418】，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
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
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
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自公告之日起，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不得开展
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及其

法定代表人、相关管理人员应当从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江
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向清算组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妥善保管并移交其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因客观原因无
法提交的，应当应清算组的要求做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有
关证据与线索；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
如实回答人民法院、清算组和债权人的询问；完成人民法
院、清算组认为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江苏万帮明都汽车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万帮明都汽
车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特此公告
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O一六年八月九日

江苏万帮明都汽车有限公司清算组公告
（2016）万帮明都清字第02号

《常州市新龙分区XL0502基本
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常州市新港分区XG0202基本控制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常州
市新港分区XG0703基本控制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常州市奔
罗分区BL0201、BL0202基本控制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
于2016年8月9日-2016年9月9日
在常州市规划局网站（www.czghj.
gov.cn）、地块所属龙虎塘街道、春江
镇、罗溪镇人民政府公告。公告期间
公众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
期间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
证申请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
弃上述权利。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9日

公 告

本报讯 近期，市消协接到的空调
投诉量急剧增多，其中安装、售后方面的
问题层出不穷。市消协就此发布消费警
示：天热空调少不了，安装售后很重要。

7 月，消费者姚先生在我市一商场
空调专柜买了台空调，付款前，商家答应
免费上门安装。可空调送来后，双方因
旧机器拆机抵换的价格问题没有达成一
致，商家便不愿帮消费者安装。同样受
空调问题困扰的还有消费者王女士，去
年 11 月底，王女士家安装了一台空调，
今年 7 月 25 日使用后，空调漏水，将家
里的墙纸全都泡坏了，王女士联系商家

要求处理，可商家却一直不上门。
空调素有“三分质量，七分安装”一

说，消协在此提醒消费者：
一、尽量去正规经销商处购买空调，

选择信誉度高、有强大生产能力和售后
保障的品牌，对于打折促销的产品一定
要谨慎。

二、问清三包的起算日，有效维护合
法权益。空调销售旺季，由于空调需求量
急剧上升和安装人员的有限，消费者常常
会碰到商家拖延空调安装时间的情况出
现。新《消法》第二十四条指出：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

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
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
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空调时应该问清楚三
包的权利起算日，是以销售之日起算，还
是以安装之日起算。若以安装之日起算，
消费者一定要留下证据，证明空调的安装
日期，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空调上门后，一定要注意产品的
名称、型号等与自己选购的是否一致，检
查空调内机和外机上是否有损伤缺陷，
然后再进行安装，若出现问题及时提出

更换。
四、进行安装时，双方要明确空调的

安装位置和管线路径等事项，空调安装
好后一定要认真试机，检查是否存在不
制冷、漏水等问题，确认无误后再签字确
认，以免引起纠纷。

五、妥善保存好购物凭证（发票）、说
明书、安装单和厂家保修卡等资料，并注
意三包时限，及时维护权益。在“三包”
有效期内空调出现性能故障，消费者可
联系售后进行保修，如果商家不履行“三
包”承诺，可向相关部门投诉。

（庄奕13861028908 肖谐）

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天热空调少不了 安装售后很重要

本报讯 昨天，常州经开区遥
观镇的马先生致电本报记者，反映
该镇薛墅巷村委陈庄村一户村民用
两个集装箱搭了一个五六米高的

“违建”，不但占用了屋子旁边的空
地，还影响了开车人的视线，存在安
全隐患。

昨天上午10点半，记者赶到现
场发现，这处所谓的违建在一户村
民家的山墙旁，由两节大型集装箱
组成，一上一下叠在一起，确实有五
六米高，七八米长。记者注意到，集
装箱并不紧贴着山墙，而是与山墙
围成了一个空间，约有一二十平方
米左右。马先生告诉记者，前几天，
他看到有人用水泥浇了地面，还十
分高兴，以为以后可以停车。但没
过几天，主人拿来两个集装箱堆了
起来。马先生以为，“违建”的规模
很大，因为在村道边，影响了开车人
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随后找到了集装箱的主人
张顺方。他说，自己是在工地上承
包工程的，两个集装箱是去年花 3
万元买的，平时放在工地上堆杂物，
工程完了才运回了家。在张顺方看
来，围墙边的地是他的，两个集装箱
就是摆在上面，压根不算什么事，

“我又不住人，拿来放放杂物的，而
且我跟村民小组说过了。”

这样堆放的两个集装箱究竟
算不算违建？对此，遥观城管中队
周队长表示，如果是用砖瓦违建，
处理起来有法可依，但集装箱不能
简单定为违建。城管部门查处违
章建筑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构成搭建违章
建筑有一个条件，即是要在城乡规
划区实施建设活动，而集装箱并无
建设活动，只能算乱堆放，“如果涉
及安全隐患，我们会劝他加点提醒
标志或者整改，以杜绝安全事故。”
周队长说。

（小波13337898169 文／摄）

城管部门：不是违章建筑，是乱堆放

村民在空地上垒了两个集装箱

本报讯 天气炎热，不少人都
出现了“情绪中暑”的状况。家住新北
区新桥镇一小区的陈先生就因情绪
中暑，把小区的电梯面板给掰坏了，
最终花7000元为自己的行为埋单。

8 月 1 日下午 5 点半，陈先生下
班回家，刷卡乘坐电梯时，发现怎么
刷都没反应。他在电梯外等了一会
儿，看到其他人乘电梯都很顺利，这
才想起自己的物业费没有交，估计
卡被物业停了。天气炎热，陈先生家
住 14 楼，想到要爬楼梯回家，他就

一阵窝火，一时冲动，竟把刷卡器掰
了下来。

下午 6 点，物业发现刷卡器坏
了，立即调取监控，很快就找到了陈
先生破坏的身影，遂向新桥派出所
报了警。面对找上门的民警，陈先生
后悔不迭：“是我太冲动了，当时刚
下班，累了一天，天气又热，情绪就
比较烦躁，现在很后悔。”陈先生对
物业诚恳道歉，并赔偿了7000元损
失，物业对此表示谅解。
（童华岗 陈剑锋 袁梦来 卢艺）

花7000元为此行为埋单

“情绪中暑”掰下电梯刷卡器

本报讯 新北区一公司有一条奇葩
规定：员工业绩不达标，就要对着垃圾桶
大喊“我爱你”，员工家属不满这种另类
惩罚，对老板大打出手，最终，经民警调
解，双方和解。

张某在薛家某公司上班，因工作业
绩不达标，被老板要求在某广场对着垃
圾桶大喊“我爱你”。这一举动引来了好
多路人围观，张某顿觉颜面扫地，尊严和
人格都受到了侮辱，回家后告诉了丈夫
温某。第二天，温某到公司找老板理论，
双方发生激烈的口角，温某控制不了情
绪，动手打了老板，公司员工看到这一幕
立即报警。

民警将 3 人带回，对公司老板这种
另类的惩罚方式和温某冲动的行为都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终经过调解，双
方互相道歉，温某赔偿老板医药费，老
板也对自己这种另类的惩罚方式进行
了反思。 （童华岗 莫永平 卢艺）

业绩不达标就得和
垃圾桶“谈情”——

奇葩规定惹不满
家属老板起争执

本报讯 旅游过程中一跤摔
倒，陪伴身边多年的玉镯就这么摔
碎了。究竟该由谁来赔偿？近日，
经溧阳消协戴埠分会调解，消费者
获赔3000元。

7 月 15 日，市民高小姐与亲友
一起到位于溧阳南山竹海附近的一
农家乐游玩。第二天，高小姐早早
起床，刚步入大堂，脚底一滑，就狠
狠摔倒在地，一只陪伴了她七年，价
值 1.5 万元的玉镯也被摔断了。高
小姐十分心疼，告诉了同行的妹夫
游先生。游先生认为，农家乐的经
营者没有在大厅放置防止摔跤的安
全警示，没有适时提醒消费者注意
安全，应当为此事负一定的责任，给
予消费者相应赔偿，于是便替高小

姐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接到投诉后，溧阳戴埠分会的

工作人员立即对此进行了调查，确
认反映属实。消协工作人员认为，
按照消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
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
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的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很明显，农家乐并
未尽到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的义务，从而造成消费者财产受损，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经调解，商家
同意一次性赔偿高小姐3000元。

（庄奕 肖谐）

消协介入后获赔3000元

农家乐里跌一跤
1.5万元玉镯摔碎

本报讯 “你们好，我是贵公司
员工王跃骏的女儿王晶。感谢单位
各位领导以及我父亲从前的同事
们，自我父亲 2010 年病逝之后，6
年来，您们的捐助缓解了我家的经
济压力，帮助我完成了学业。您们
的关心和爱护，让我感受到了来自
供电企业大家庭的温暖⋯⋯”8月4
日，一封来自病逝员工女儿的感谢
信，寄到了溧阳市供电公司。

1984 年 3 月，王跃骏进入该公
司，先后从事过线路检修、线路运行
等工作。几十年来，他用辛勤劳动
实现着人生价值。风里来，雨里去，
丰富的专业技能使他成为部门的业
务骨干。但在 2009 年 12 月，他却
不幸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确诊前
的几个月里，他常常瘫坐在椅子上
半天站不起来，豆大的汗珠流个不
停，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
工作。“帮我转告主任，9020号车的
刹车不好，一定要等修好后再转交
给别的同志使用，否则容易出事

故。”弥留之际，王跃骏说的还是工
作。2010 年 5 月 1 日，王跃骏带着
依依不舍，留下下岗在家的妻子和
刚上高中的女儿，不幸去世。

即使在重病期间，单位领导多
次询问他有什么困难，王跃骏都没
有提出任何要求。“决不能让他的家
人在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
再面对生活的苦难。”为此，6 年来，
来自溧阳市供电公司、王跃骏原来
所在部门、其生前同事的关怀与帮
助，在每个寒冬酷暑、每个传统节
日、每年开学之际，都会如春风暖流
般涌入王跃骏的家，6 年里，募捐的
善款合计5.898万元。

如今，王跃骏的女儿王晶已经
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业，并于今年
被录取为控制工程研究生。“物质上
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关怀，激励着我
努力学习生活，为更好的明天不懈
奋斗。因为有你们，所以我是幸运
的！”王晶在感谢信里动情地说。
（童华岗13813585755 董益峰 史刚）

6年爱心接力
助病逝员工女儿圆梦

本报讯 溧阳 74 岁的向老汉骑三
轮车突然急转弯，速度很快，结果车子侧
翻，后座的老伴被甩飞出去，头部受伤。

8 月 3 日上午 9 时许，溧阳镇村公交
车驾驶员刘某驾车至上兴镇芳山路与法
司塘路口时，因路上来往车辆多，准备转
弯的他停车等待。为了安全起见，还特
意停在路最右侧。哪知，左边驶来一辆
电动三轮车，突然向右急转弯，因速度太
快，车子在路口侧翻，撞到了公交车上。
三轮车上两人倒地，后座乘客头部流血。

刘某见状，赶紧把伤者抬上车，送到
附近医院救治。“我下车一看还是亲戚，
是我侄子的岳父母。”刘某无奈地称，向
某已 74 岁了，事发时骑车带老伴外出，
老伴坐在后面，“转弯的速度也太快了，
足有四五十码的。”

交警到场后，经多处取证并结合视频
信息，判断这起事故是电动三轮车司机车
速过快和车上载人造成，向某负全责。

民警提醒，电动三轮车是禁止载人
的，由于三轮车的不稳定性，转弯时也一
定要提前减速，以免发生意外。

（冯国智 芮伟芬 13961158906）

七旬老汉飞车
老伴甩飞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