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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控制性详细

规划、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控制性
详细规划、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控制
性详细规划、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将于2016年10月
19日-2016年12月1日在各镇人民
政府网站、镇人民政府公告栏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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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人民政府

2016年10月18日

10月15日，周杰伦2016“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如
期在常州奥体中心火爆开演，为龙城周董粉丝呈现了一场视
听狂欢盛宴。

演唱会现场聚集了近4万杰迷粉丝，创历史新高，奥体中
心里一片粉色的海洋。早在演唱会正式开始前，就有人在微
信朋友圈直播万人围堵奥体中心的盛况；晚间19：30后，熟悉
的歌声渐次响起，一腔一调满载青春的回忆，演唱会实况更是
在朋友圈形成霸屏之势。许多未能到场市民纷纷戏言“刷朋
友圈就能看完整场演唱会。

据了解，常州移动创新多种手段为此次演唱会提供全程
通信保障。演唱会期间，奥体中心产生的数据流量同样也创
下了单场演唱会最高纪录。

移动4G助周杰伦演唱会
霸屏朋友圈

本报讯 2016年6月1日，我国第一
个专门针对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童
装）的 强 制 性 国 家 标 准 GB 31701-
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
规范》正式实施。然而，很多家长购买时
往往更关注服装的品牌、款式和价格，很
少关注童装标签上的安全技术类别。昨
天，在处理了一起相关投诉后，新北区消
协发布消费警示：买童装，请注意吊牌上
的安全级别。

F&F 是英国泰斯科百货公司（Tes-
co）的一款自有服装品牌，在欧洲市场的
知名品牌中排名第八位，国内在乐购连
锁店有售。几天前，消费者刘某在新北
区新桥一超市买了件 F&F kids 女童衬
衫，付费 49 元，回家后看到标签上标有

“ 产 品 安 全 技 术 类 别 ：GB 18401 －
2010 C 类（非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

品）”等。刘某想不通，衬衫怎么成了非
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呢？刘某遂向
新北消协新桥分会投诉。

消协人员调查发现，《国家纺织产
品 基 本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GB18401 －
2010》第 4 项产品分类中，将纺织产品
分为 3 类：A 类：婴幼儿用品；B 类：直接
接触皮肤的产品；C类：非直接接触皮肤
的产品。附录 B 给出了 3 类产品的典型
实例，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有内
衣、衬衣、床单、被套等，明确衬衣属于
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这件 F&F
女童衬衫标注为 C 类，不符合该强制性
标准规定，是不合格产品。经过消协调
解，最终超市对消费者予以退货并作出
相应赔偿。

新北区消协介绍，2016年6月1日，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1701-2015《婴

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已
正式实施。该标准实施过渡期为 2 年，
2016年6月1日前生产并符合相关标准
要求的产品允许在市场上继续销售至
2018年5月31日。

新标准对市场上普遍关注的婴幼儿
及儿童服装产品的安全性问题作了技术
性规定。在化学安全要求方面，新国标
增加了 6 种增塑剂和铅、镉 2 种重金属
的限量要求，标准要求等同于欧盟标准，
高于美国标准；在机械安全方面，标准对
童装头颈、肩部、腰部等不同部位绳带作
出详细规定，要求婴幼儿及 7 岁以下儿
童服装头颈部不允许存在任何绳带。该
标准还规定了可贴身穿着的婴幼儿服装
耐久性标签应置于不被皮肤直接接触的
位置等要求。

按安全要求的不同，标准将童装安

全技术类别分为 A、B、C 三类，A 类最
佳，B 类次之，C 类是基本要求。按照规
定，婴幼儿纺织品（适用于＜36 个月范
围）应符合 A 类要求；可直接接触皮肤
的儿童纺织产品（适用于3至14岁范围）
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
的儿童纺织品至少应符合C类要求。该
标准同时要求童装应在使用说明上标明
安全类别，婴幼儿纺织产品还应加注“婴
幼儿用品”。

消协提醒市民，购买婴幼儿和儿童
服装要注意各种标识标注，应有商标、
厂名厂址、号型、面料（包括里料及填充
物）纤维含量、维护方法、产品质量等级、
产品执行的标准代号等等。对于3岁以
下的婴幼儿纺织产品，妈妈们需认准吊
牌上的“GB31701中A类 婴幼儿用品”
字样。 （庄奕13861028908 狄卿胜）

新北消协发布消费警示：买童装，请注意吊牌上的安全级别

F&F衬衫使用标准不符遭投诉

日前，我市举行应急救护技能竞赛，全市各红十字急救部门的 30 名急救选手参加了模拟授课、技能操作等专业比拼，通
过竞赛提高专业技能。 陈暐 胡霄 摄

本报讯“中央花园别墅区里的
20 多栋别墅，都在搞违章搭建，明目
张胆地搭脚手架，加高加宽。”昨天，一
位市民向记者反映，中央花园别墅区违
建严重，“从来没看到物业和城管部门
来查处，老百姓家造个阁楼都是违建，
都要拆除，别墅区的违建就不要拆了？”

昨天上午 9 点多，记者赶到中央
花园别墅区，一进小区，发现里面都是
独栋别墅，很多都在施工。在小区的
角落里，记者找到了市民反映的26幢
别墅，这幢别墅明显被加高和拓宽，现
场施工已接近尾声。

在小区 21 幢和 6 幢，记者看到，
工人正在进行搭建。一名工人告诉记
者，小区里的别墅大部分都在加高加
宽，“怎么加高加宽，你要找老板，按面
积算钱。”加高加宽，是否能通过物业
和城管部门这两道关口？对此，该工
人表示，自己只是干活的，这些都是主
家的事情。

记者在小区遇到到朋友家玩的朱
女士，她表示，自己住在中央花园小
区，“今年以来，我经常到别墅区来，发
现一直有别墅在施工，但从来没有人
管。我也觉得奇怪，买了别墅就能随

便建？”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物业工作

人员大倒苦水：“小区一共 22 户，有 20
户在搭违建，我们没有执法权，没办法去
拆。我们将这一情况向城管汇报了，他
们也来过。”记者离开时，该工作人员还
表示，别墅违建是个普遍现象。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新北城管大队一
工作人员，对方让记者与三井街道城管
联系，记者又致电12319城管热线，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会到现场查看，并给予回
复。但到记者昨天下午 5 点发稿时，并
未收到回复。 （小波）

物业：22户中20户存在违建

中央花园别墅区违建成风无人管

本报讯 俗话说“不图便宜不
上当，贪图便宜吃大亏”，刚工作的
小王遇上了一件捡芝麻丢西瓜的
闹心事：为了省下几十元的贴膜
费，随便找家小店贴膜，结果弄碎
了屏幕，事后找老板理论，却又苦
于证据不足，无奈之下向新闸司法
所求助。经调解，小店赔偿了一半
的费用。

10 月初，小王到常州一家广告
公司上班，因工作需要置办了一台
笔记本电脑。由于是裸机，需要贴
膜，考虑到专卖店贴膜要100元，节
俭的小王 16 日来到新闸一家电脑
维修小店打听，店主小戴开价 20
元，并保证会贴好。但贴膜的过程
不太顺利，出现了很多气泡，为抹平
这些气泡，小戴隔着清理布按压了
好多次，换了好几张膜，反复贴了几
次后，总算勉强贴上了。可当小王
回到单位打开电脑时，却发现电脑
花屏了，请同事一起查看后，发现电
脑的内屏裂了。

小王思来想去，认为是贴膜时
压坏了，于是火急火燎去找小戴。
小戴说屏不能修，只能换，小王这下
急了，要求小戴付换屏的钱。一个
原装屏将近2000元，小戴坚决不同
意，称贴膜时没有打开电脑，凭什么
说是他贴膜导致的呢，也可能是在
小王回去后弄坏的。

僵持不下，两人来到新闸司法
所调解。调解员小李了解情况后，
支持换原装屏，需要协商的是换屏
费用。小王老家在安徽，家里不宽
裕，而且电脑贴完膜之后屏碎了也
是事实，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小戴必须承担责任；同时他也劝说
小王，虽然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在
小戴，但小戴维修店的环境摆在那
儿，小戴小本经营，赚钱也不容易，
建议大家各退一步。

在小李的劝说下，小王和小戴
同意各承担一半费用。随后，小李
陪同两人到联想售后服务中心更换
了屏幕。 （芮伟芬 耿一桢）

新电脑贴膜后屏幕碎了，谁的责任？

耐心调解，贴膜者承担一半

本报讯 “撞人后，我就没敢
合 过 眼 ，那 种 感 觉 真 是 生 不 如
死。”10 月 13 日，安徽人龚某到经
开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遥观中队
投案自首。经全力侦查，一起重
大交通肇事逃逸案仅用 22 小时就
快速侦破。

10月12日晚8时许，一路人经
过经开区遥观镇剑横路郑村环保
设备公司门口，发现路旁倒着一男
子 ，头 破 血 流 已 经 昏 迷 ，连 忙 报
警。遥观交警中队民警迅速到场，
将该重伤男子送往医院抢救，同时
展开调查。

经查，现场只留有伤者血迹和
少量玻璃碎屑，夜间行人较少，一时
也找不到目击证人，现场唯一的一
个摄像头在 100 米外的马路对面，
因视角及夜间光线较暗，未能捕获
案发过程，只能通过路灯微弱的反
射，依稀判定肇事车是一辆银灰色
轿车。而伤者陈某因头部重伤、全
身多处骨折处于昏迷中，未能提供
有效信息，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随后，遥观交警中队以剑横路
为中心，将侦查半径扩至 2 公里展
开调查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数小时奋战，警方发现一个高清卡
口捕捉到了嫌疑车辆的画面：该车
为一辆本地牌照的银灰色雪佛兰轿
车，其前挡右侧玻璃破裂，与案发现
场散落的玻璃碎屑形状吻合，车身
右前保险杠及引擎盖凹陷，司机为
男性。

追踪该车行驶轨迹，发现案发
后其已驶离常州。民警联系车主，
接电话的是其妻子王某，通过旁敲
侧击，证实肇事司机正是龚某。10
月 13 日晚 6 时许，龚某返回常州投
案自首。

34 岁的龚某在常打工，据其交
代，12 日晚 8 时许，他驾车送工友
回家，驶经案发路段时，撞上了同向
行走的陈某，在极度恐惧之下，他逃
离了现场，狂飙一公里后停下，托工
友返回事故地点打探情况。得知伤
者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龚某更加害
怕，将工友送回家后，驾车返回事发
地点再次查看，发现有 120 急救车
及路人聚集围观，做贼心虚的他未
敢停留，决定跑回老家避避风头。

“以为路灯暗不会被发现，没想到这
么快警察就追上门了。”

（芮伟芬 俞小平）

自恃黑夜撞人后无人发现——

肇事逃逸，22小时即侦破

本报讯 因为工作中被同事为
难，内向的冷某无从发泄，竟然熬
制了辣油，趁同事睡觉，将滚烫的
辣油泼到同事身上，造成同事严重
烫伤。泄愤后，冷某还一直认为自
己没有违法犯罪，只不过教训了一
下对方。

10月14日凌晨4时许，钟楼区
北港街道某小区保安休息室传来惨
叫声，正在睡觉的史某脸部、胸部被
兜头浇了一盆滚烫的液体，现场惨
不忍睹。北港派出所民警到场后，
立即将伤者送到市一院救治。经初
步检查，史某面部右侧Ⅱ度灼伤，胸
部灼伤面积达38%。

据史某称，事发时他正在睡觉，
突然感到脸上剧痛，睁眼一看，朦胧
中看到同事冷某逃了出去。就在民
警前去抓捕时，冷某到派出所投案
自首了。

冷某是山东人，今年 7 月，他到
该小区做保安，工作认真，保安队长
对他比较满意，将他调整到小区停

车收费岗位。史某比冷某大10岁，
一直盯着这个“轻松”的位置，没想
到居然被初来乍到的冷某抢了先，
心里一直不服气，时不时地找冷某
的差错。

案发当晚，冷某上夜班，与史某
交班时又被史某辱骂，还动了手。
冷某自知不是对手，选择了忍气吞
声。深夜，冷某回到暂住地，想到
自己一再退让，而史某却变本加厉
欺负自己，越想越气愤，决定给对
方一点颜色看看。他将食用油倒
入锅中，放入辣椒加热至沸腾，倒
入电热水壶内，踢开保安集体宿舍
大门，将炽热的辣椒热油泼向熟睡
中的史某。

“谁让他故意刁难我，我这是给
他一个教训。”在审讯中，冷某一脸无
所谓，认为自己只是让对方吃点苦
头，并不构成违法犯罪。而当民警告
知，如果史某的伤被鉴定为轻伤以
上，他要承担刑事责任时，才知道闯
下了大祸。 （芮伟芬 俞魏）

认为同事找自己麻烦——

炽热辣油泼向睡梦中的同事

本报讯 一个由四男两女组
成的犯罪团伙，在金坛区朱林镇、
薛埠镇的热闹集市，采用假装发
病、故意碰瓷等手段，乘乱扒窃金
饰，共计价值 2.6 万余元。近日，
这 6 人因涉嫌盗窃罪，被移送至
金坛检察院审查起诉。

今年 4 月 24 日上午 7 点，金
坛区朱林镇的王女士买完菜走到
一家水果摊旁，一名中年妇女突
然走到她面前，双腿发抖，身体往
下坐。王女士以为她发病了，赶
紧两手托住她。就在这时，旁边
瞬间围上来几个人。王女士以为
是围观群众，便没在意，过了一会
儿，中年妇女站起来走了，围观群
众也散了。这时，王女士才发现
手腕上的千足金手链不见了，她

意识到刚才的中年妇女不对劲，于是
边追边喊：“我的手链被那个女的偷
掉了。”随后，反扒民警帮忙抓住了中
年妇女李某，但其同伙四男一女得以
逃脱。

一小时后，逃脱的这伙人流窜至
薛埠镇，以类似的手法扒窃了徐女士
的黄金手镯。其中一名男子假装脚
被徐女士的电动车轧到，其余人赶紧
上前让她把车往后退。徐女士边扭
头往回看，边骑在车上往后退，史某
把脚拿出来后，徐女士继续往前骑
车。刚骑出去，几名反扒民警便问她
有没有少东西，徐女士一看，手腕上
的黄金手镯不见了。反扒民警随即
对几人包抄，现场抓获两男一女。5
月，该犯罪团伙剩余两名男子在外地
被抓获。 （吴同品 顾静）

假装发病碰瓷 乘乱盗窃金饰

本报讯 10 月 14 日，微信公众号
“平安上兴”的粉丝向溧阳上兴警方提供
了2条涉毒线索，上兴派出所据此调查，
抓获了胡某等5条“毒虫”。记者从溧阳
警方了解到，随着禁毒宣传的深入，举报
涉毒线索增多，其中不乏父母举报儿
女。今年以来，该市已有10多起父母举
报子女吸毒的警情，子女的年龄均在 30
岁左右，且已成家的子女占多数。

10 月 14 日，有粉丝向“平安上兴”
举报，称该镇居民胡某涉嫌吸毒。所里
立即安排民警进行调查，当天下午 4 时
许，在该镇兴隆街某居民家中当场抓获
胡某，其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审查中，
胡某供认 10 月 13 日上午在家中自制

“冰壶”吸食了冰毒。
当天下午至晚间，上兴警方又根据

微信粉丝另外提供的一条线索，先后在
该镇抓获尚某某（女）和陈某（女）等4名
涉毒人员。经审查，上述人员均交代了
当天或近日吸食冰毒的违法事实。

10 月 15 日上午，胡某、吴某、周某
等 3 人被处以行政拘留 15 天，尚某某和
陈某被拘留10天。

（芮伟芬 13961158906 黄柯文）

举报吸毒的，有群众也有父母

２条微信举报
揪了５条“毒虫”

本报讯 曹成在新北区开了一
家装修公司，因生意出状况，欠了
100 多万元工程款后，竟指使焦玉、
沈光二人收购假承兑汇票，骗熟人

来贴现。近日，曹成等人因涉嫌票据
诈骗罪被新北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

近年来市场不景气，曹成的装修
公 司 欠 了 一 屁
股债，每天被工
人、材料商追着
要 钱 的 他 焦 头
烂 额 。 一 天 回
家途中，他偶遇
老乡焦玉，两人
聊起近况，都说
日 子 不 好 过 。
这 时 ，曹 成 提
出，用承兑汇票
找熟人贴现，钱
来 得 又 快 又
多 。 焦 玉 眼 前
一亮，认为找到
了发财良机，两
人 一 拍 即 合 。
曹 成 立 即 上 网
寻找票源，不久
后，他联系上了
一 个 名 叫“ 陆
忠”的买家。“陆

忠在网上卖假票，无论面值是 5 万元还
是 10 万元，假票都是 1000 元一张，我前
后买了五六张共 22 万元面值的假票。”
案发后曹成交代。

曹成将票给了焦玉，焦玉找来老乡
沈光帮忙。三人先是到处寻找收票人，
结果总是被识破，眼看就要功亏一篑，曹
成灵机一动，“找熟人下手，或许机会更
大些”。三人最终将目标锁定在熟人老
李身上。60 岁出头的老李在新北区开
了一家水暖器材店，生意不错、经济宽
裕，且还特别认交情，业余时间兼着收收
承兑汇票。焦玉平时和老李关系不错。

8 月初，焦玉登门拜访老李，说有一
笔回报不错的承兑汇票要出，作为朋友，
老李没多想就收下了这批汇票，并贴现
给了焦玉。几天后，焦玉带着沈光上门
了，这次的汇票面额更大，老李依然爽快
收下。两次汇票，老李共支付 22 万元，
本想着朋友人情往来，顺便发点小财，直
到几天后这些汇票没法使用，老李才恍
然大悟，发现被骗。

案发后，老李依旧没想过报案，而是
选择找焦玉理论，要求退钱。无奈钱已
被三人瓜分，老李才被迫报案。

（童华岗13813585755 王华崇）

欠百万元工程款后，焦头烂额的——

装修公司老板买22万元假承兑汇票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经开区警
方获悉，潞城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跨市
流窜盗窃电动车电瓶案件：今年 9 月以
来，徐某等人从上海流窜至昆山、常州等
地，疯狂盗窃电动车上的电瓶。目前，涉
案人员已被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9 月初的一天清晨，潞城某小区居
民报警，电动车上的电瓶被偷了。没多
久，该小区又有多位居民报警“电瓶被
盗”。警方调查发现，该小区当晚被盗电
瓶达10组之多。

潞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阅小区监控
资料，发现当天凌晨0时许，有一辆轿车
进入该小区后约半小时内开出，有重大
作案嫌疑。民警通过研判，立即锁定犯
罪嫌疑人，先后赶至南通、上海等地，将
3名盗窃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徐某、吕某、孟某暂住上海
嘉定地区，都有违法犯罪前科，其中徐某
2010 年以来，先后三次因盗窃被处罚。
三人平常没有经济来源，便心生邪念：偷
电瓶卖钱。为逃避打击，他们选择异地
作案，今年9月初，三人先后驾车窜至江
苏昆山、常州等地疯狂作案。

（小波 吴兵 刘余霖 博文）

三蟊贼开车从上海赶到常州

一夜偷10辆
电动车电瓶

公 告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控制性详细

规划、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控制性
详细规划、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控制
性详细规划、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将于2016年10月
19日-2016年12月1日在各镇人民
政府网站、镇人民政府公告栏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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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人民政府

2016年10月18日

10月15日，周杰伦2016“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如
期在常州奥体中心火爆开演，为龙城周董粉丝呈现了一场视
听狂欢盛宴。

演唱会现场聚集了近4万杰迷粉丝，创历史新高，奥体中
心里一片粉色的海洋。早在演唱会正式开始前，就有人在微
信朋友圈直播万人围堵奥体中心的盛况；晚间19：30后，熟悉
的歌声渐次响起，一腔一调满载青春的回忆，演唱会实况更是
在朋友圈形成霸屏之势。许多未能到场市民纷纷戏言“刷朋
友圈就能看完整场演唱会。

据了解，常州移动创新多种手段为此次演唱会提供全程
通信保障。演唱会期间，奥体中心产生的数据流量同样也创
下了单场演唱会最高纪录。

移动4G助周杰伦演唱会
霸屏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