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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过山又称舜山，位于天宁区郑
陆镇与江阴市申港镇交界处。近日，
有郑陆镇焦溪居民向记者反映，该镇
舜北村委的舜过山山头上被人倾倒
了大量工业废料，毗邻山头的一个山
塘边也堆满了工业废料，清澈的山塘
水疑被污染。

触目惊心

10 月 26 日下午，记者来到事发
地舜北村委舜过山下。山塘面积很
大，因为是开山形成，水很深、很清。
居民反映的堆放工业废料地点位于
山塘西岸，西岸与山连为一体，有 10
多米高，工业废料从上而下堆放形成
一道约 300 平方米的灰白色“土坡”。
记者在西岸看到，“土坡”没入水中部
分还不时有气泡冒出。知情人称，9
月份刚堆放时，水面如开锅般。

沿西岸爬上一个小山头，就看到
了另外一处废料堆放点。这里的废
料用一个个编织袋装好，数量惊人

（如图）。在现场能闻到一股刺鼻的
味道，从编织袋破口处，记者看到废
料都是粉末状，呈灰色，与水泥相似，
裸露在外的部分遇水就成固体。知
情人称，倾倒在小山头和山塘西岸的
废料大概有10多车，总重近百吨，“今
年 5、6 月份就开始偷倒了，因为这里

比较偏僻，还是养鱼人先发现的。”

蹊跷死鱼

在山塘边养鱼的老范是第一个发
现偷倒废料的人。两年前，老范在山塘
边的查家村委租了30亩水面养殖鳜鱼，
因为鳜鱼对水质比较敏感，鱼塘里的水
一直都用干净的山塘水，1 年多来，他的
鳜鱼产量不错。

今年 6 月 10 日，在山塘边抽水作业
的老范发现一辆变型拖拉机，装着满满
一车东西停在西岸，就上前查看。他认
出司机是附近舜北村的一位村民，车厢
里都是类似水泥一样的东西，散发着臭
味。司机准备把这些废料倒在西岸坡
上，老范怕污染水源急忙制止，司机才
开车上山倒在了山头的荒草中。跟过
去的老范这才发现，山头已有少量这种
垃圾，因为不知是什么物质，对方又是
当地人，老范未敢过问。让他没想到的

是，不久，西岸也出现了这种废料，都是
半夜偷倒的。今年 7 月开始，老范鱼塘
的鳜鱼陆陆续续不明原因死亡，开始每
天不到 10 条，到 9 月初，连续 20 多天，

每天死鱼多达 100 多条。使用解毒药
后，死鱼依旧，老范不得不清塘。

联想到山上和水边的可疑废料，他
感觉事有蹊跷。9 月 23 日，老范向警方

报案。当天，郑陆镇环保科、天宁区环保
局、焦溪派出所执法人员赶到现场，通过
老范提供的线索和视频资料，找到了偷倒
垃圾的村民，将变型拖拉机暂扣。

这些类似水泥的工业废料到底是什
么物质，是否有毒，是哪家工厂出来的？

联手处置

10 月 28 日上午，记者来到郑陆镇
环保科了解情况，得知他们也接到老范
的反映，自称死鱼损失约18万元。

环保科负责人称，这些类似水泥的
物质来自离郑陆镇不远的江阴市申港
镇一家铝作坊。“估计是提炼铝的废料，
具体有什么成分，我们也在等江阴市环
保局的书面通知。”该负责人称，根据偷
倒村民自诉，废料一部分被倒在山上，
一部分被倒在山塘边，其中有部分因为
下雨冲入了山塘。

据介绍，天宁区环保局事发后提取

山塘水样进行检测，从结果来看，大部分
指标都正常，只有总磷超标一些，考虑到
山塘附近果树较多，农民会施磷肥，因此
总磷超标也不能说明问题。但该负责人
坦承，水样检测只能做常规指标，比如总
磷、氨氮、COD 等等，无法排除死鱼是否
与水体被污染有关。

天宁区环境监测大队郑陆中队蒋队
长告诉记者，老范举报当晚，执法人员就
按照清运人口供找到了位于江阴市申港
镇野田里的这家作坊，但作坊大门紧
闭。根据外围调查，这家作坊应是炼铝
作坊，倾倒在舜过山的废料很可能是经
过抄灰后的铝灰废料，含铝量极低，已无
回收利用价值。“现在铝压铸项目可以申
报，但抄灰是国家禁止的。”蒋队长解释。

目前，天宁区环保局已发函江阴市
环保局，一是希望对方能对废料进行检
测，判定是危废还是一般工业固废。二
是希望对方能依法查处这家炼铝作坊。
蒋队长称，如果属于危废，清运人、作坊
主或涉嫌刑事犯罪；如果属于一般工业
固废，天宁区环保部门将依照《固废法》
对清运人进行经济处罚，江阴市环保部
门也将对炼铝作坊进行经济处罚，并责
令其对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恢复，如清
运废料、赔偿损失等等。

目前，两地环保部门对此事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中。

童华岗 13813585755 文/摄

废料刺鼻、遇水结块，两地环保部门均已介入

江阴近百吨炼铝废料倾倒郑陆舜山

溧阳的蒋先生日前在湖塘保时捷
4S 店买了一辆“Macan”，付完全款
后，他便将车开回溧阳。哪知，就在他
开上高架时，新车出现了强烈的抖动，
随后又多次连续抖动，甚至导致车辆
打滑，连刹车都踩不住。本来回溧阳
不到 1 小时的路程，蒋先生开了近 3
个小时。蒋先生随后向 4S 店投诉。
目前，保时捷 4S 店负责人表示，可以
为其修理新车，但无法退款或换车，双
方产生严重分歧。

新车刚上路就发生强烈抖动
日前，一则题为《保时捷买回来就

坏了！刚上高架桥车辆就出现了抖
动！4S 店居然不肯给我换》的帖子出
现在本地网络论坛中，引发关注。

记者与发帖人蒋先生取得联系，
他说，近一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一款
保时捷“Macan”车型，10 月 19 日，他
到武进湖塘保时捷 4S 店，花 70 余万
元买走一辆新车。“没想到，我刚开出
4S店上高架时，车身的前后部就产生强
烈的抖动。”蒋先生说，起初他以为是路
面不平导致，便继续行驶，可当他开上高
速公路时，车身再次发生抖动，并且是连
续抖动，“最厉害的一次，抖了 100 多

米。”蒋先生随即下车检查车况、轮胎等，
发现一切正常，出于安全考虑，他打开双
闪以70码的低速开回了溧阳，本来50
多分钟的路程整整花了3个小时。

事发时，蒋先生拍摄了一张车辆
仪表盘的照片，屏幕上显示：“发动机
控制装置故障，寻找维修厂，可继续行
驶。”蒋先生随即向保时捷销售顾问投
诉此事。第二天，销售和一名技工赶
到溧阳查障。

初步诊断为传感器短路
前来排查的技工经试驾，发现蒋

先生购买的这辆新车的车身在行驶中
的确强烈抖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因现场无法准确查出故障原因，4S 店
安排板车将新车拖回店内检修。保时
捷工作人员提出，要对新车进行拆检，
遭到蒋先生拒绝。

“我的车刚刚上路就发生这样的
问题，现在又要拆开检查，谁遇到这样
的事情不糟心？”蒋先生说，但不拆又
查不出故障原因，无奈下，他只好同意
拆检。经工作人员初步诊断，这辆

“Macan”新车抖动可能是传感器短
路所致，需要更换零件，至于是否有其
他故障，还需要拆开发动机和内部固

件才能确定。但拆发动机的想法再次遭
到蒋先生的拒绝。

“我提出，更换零件后，是否可以保
证新车不再出问题？”蒋先生说，从销售
顾问到技工、经理，没有一个人敢打这个
包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退款或换车，
但保时捷方面没有答应。

保 时 捷 ：根 据《三 包
法》无法退款或换车

昨天上午，记者与湖塘保时捷4S店取
得联系，展厅经理殷女士表示，蒋先生和
4S店的确就这辆“Macan”新车存在纠纷，
目前，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车辆故障的排
查需要拆开车辆，但蒋先生不同意拆检。

殷女士表示，蒋先生提出退款或换
车，但根据《三包法》规定，蒋先生的车并
非发动机、变速箱等部件故障，并不符合
退换的条件。“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
由技术人员对车辆进行拆检，确定故障
原因后更换零件。”

殷女士告诉记者，蒋先生买到问题
新车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她希望双方坐
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4S 店也承
诺给予一定的赔偿，圆满解决这次争
端。目前，双方仍在就此事进行协商。

小波 13337898169

消费者：传感器短路导致，得换车
4S 店：需拆检，但车主不肯

保时捷新车上路发生强烈抖动惹纠纷

10 月 29 日下午 3 时许，小雨中的青枫公园菊花展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婆婆手握红、黑两面摄影布景旗，义务为众多赶来
的“拍客”们服务，受到众人赞赏。 童华岗 晓刚 文/摄

本报讯 汽车总是容易成为
小偷的下手目标，除干扰开锁、拉
车门外，小偷又有了新花招。昨
天，记者从溧阳警方获悉，该市近
期发生多起高档机动车反光镜被
盗案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

10月11日深夜，溧阳人王某将
自己的宝马越野车停放在天目路78
号门口，早晨开车时，发现 2 个反光
镜镜片皆被盗，损失 6000 余元；10
月12日凌晨，姜某将宝马车停放在
南环路公交站台边的停车位上，被
人盗走右边反光镜镜片，到4S店配
置花了 3000 余元；就在当天，锦绣
路上一辆奔驰轿车被盗走左边反光

镜镜片，损失2000元。
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这几辆车均停放在管理人员
少的公共停车场、路边公共停车
位。小偷选择在深夜无人时对停
放在外的高档车下手，利用改锥等
工 具 快 速 将 反 光 镜 镜 片 卸 下 盗
走。相比拉车门盗窃车内物品，盗
窃反光镜镜片不易引起别人注意，
难防范、易得逞、损失大。

警方提醒，车子最好停在有
人值守、有监控的停车场内或停
放在人员密集处，最好不要停在
没有专人看管的停车场、偏僻的
路边。

（芮伟芬13961158906 张亮）

有车族注意了，小心你的爱车变成“一只耳”

有人专偷高档车反光镜

本报讯 本想通过拔火罐调理
身体，没想到因技师操作不慎，致使
后背被烧伤。在向推拿店讨要说法
未果后，市民印先生向新北区消协
投诉。昨天，经消协调解，印先生获
赔2500元。

印先生说，两个星期前，他在
新北区薛家一推拿店接受拔罐服
务时，工作人员疏忽大意，未按时
取罐，造成他的背部有一处圆形创
面，到医院治疗花了 1488 元。他
要求推拿店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交通费等各项损失 1 万元未果。
双方就赔偿问题多次协商不能达
成一致，印先生遂向新北区消协薛
家分会投诉。

对消协工作人员，推拿店是这

么解释的：印先生当时喝了酒，拔罐
时睡着了，没有及时提醒工作人员，
才会导致背部被烧伤。消协工作人
员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因接受服
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例，经营
者对消费者进行赔偿是其必须履行
的法定责任，但赔偿的额度应该根
据实际损失情况来确定。经消协调
解，推拿店一次性赔偿 2500 元，印
先生表示认可。

新北消协提醒消费者，依据有
关规定，拔火罐、针灸、中医推拿等
都属于中医治疗项目，所以最好选
择正规医疗机构，同时要查看其是
否持有执业许可证、从业人员是否
持有执业医师许可证。

（庄奕13861028908 丁宏）

拔火罐烧伤后背
消协调解获赔偿

本报讯 昨天早晨 7 时许，沪
蓉高速往上海方向155公里处发生
车祸，4 辆车相撞，3 人被困车内。
消防戚月路中队迅速前往救援，冒
雨破拆驾驶室，将 3 名伤者抬上救
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官兵到场后发现，4 辆车发生
追尾，首车为半挂车，车上满载汽车
框架，第二辆车为氯甲烷槽罐车，幸
亏是空罐，第三辆为集装厢式物流
车，装有 20 桶水质稳定剂，其中 3

桶发生泄漏，第四辆车为蓝色卡
车。物流车上正副驾驶室内 2 人被
困，蓝色卡车驾驶员也被变形的车
头卡住，3人均已意识模糊。

消防官兵立刻展开救援，冒雨
对出事车辆的驾驶室进行破拆，经
约 10 多分钟的努力，将 3 名被困者
抬出，并出一支水枪对物流车上泄
漏的稳定剂进行清理。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中。 （芮伟芬）

沪蓉高速：４车追尾３人被困

本报讯 金坛一男子暴雨天开车，
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栽进了河里。幸好，
该男子趁车厢尚未进满水，及时从车内
逃脱。

10 月 26 日晚 7 点 20 分，金坛区东
城派出所接到一起落水警情。报警人
称有一辆轿车栽进了河里，驾驶人的
情况不详。接警后，民警带着救生衣
急忙赶赴现场，现场确实有一辆轿车
头朝下倒栽在河里，但驾驶座上没有
人影。民警在轿车附近寻找许久，也
未找到驾驶员的踪迹，正欲寻求后援
之际，岸上一名男子示意自己就是该
车驾驶员，并称他从车内脱离后，回家
换了身衣服刚赶来。

原来，当天，该男子在暴雨中开车，
没有注意减速慢行，在行经事发河流时，
车轮打滑，男子刹车不及，汽车一头栽进
了水中。幸而只有车头入水，男子及时
从车内逃出，还抽空回家换了身衣服，再
赶来处理车辆问题。

（吴同品18351218505 赵娜）

汽车栽入河中
驾驶员幸运爬出

本报讯 今年 4 月，外来务工人员
张某找到一份工作，在老板陈先生公司
里开起重机。但渐渐地，陈先生发现张
某开起重机有点“没轻没重”，总会弄坏
一些货。陈先生说过张某好几次，但张
某依旧我行我素。

今年 7 月，因张某屡教不改，陈先
生忍无可忍，决定解雇他。陈先生给他
结算了 3 个月的工资共 2.1 万余元，同
时又告诉张某：“你这 3 个月来弄坏了
我不少货物，这损失不能由我来承担，
所以要从你的工资里扣 7000 元。”张某
当然不服气，和陈先生理论，陈先生始
终不肯让步，张某只能拿着 1.4 万元悻
悻离开。回去后，张某越想越生气，决
定报复他一下。

7 月 24 日凌晨 1 点多，趁着夜深人
静，张某叫上朋友李某，带着一罐红色
自喷漆，悄悄翻墙进了陈先生所住小
区，在地下车库找到了陈先生的奥迪轿
车，用漆在汽车上乱涂乱画，并写上了
侮辱性的字眼。随后，两人迅速离开现
场。

第二天，陈先生看到车子惨状，立
即向新北区新桥派出所报案。民警根
据 小 区 视 频 资 料 很 快 锁 定 张 某 和 李
某。随后，民警赶赴连云港将张某和李
某抓获，10 月 24 日，两人因故意毁坏财
物被警方刑事拘留。

（童华岗 陈剑锋 袁梦来）

为报复恶意毁车
一时冲动酿苦果

公 告
常州市钟楼区危积陋房屋改造开发有限
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公司股东沈沛及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
司提议，决定于2016年11月16日下午
15点在常州博朗森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楼会议室(地址：钟楼开发区合欢路66
号)召开临时股东会，表决确定公司新的
法定代表人。望各位股东准时参加，如
委托代理人参加的，请提供授权委托书
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如缺席不参加的，
不影响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形成决议的
效力。

通知人：沈沛
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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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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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
2016年11月1日

序号

1

2

房屋坐落

林园新村7-2号202室

林园新村7-2号302室

权证面积（㎡）
57.15

65.43

未经登记建筑面积（㎡）
8.56

2.86

2016年9月30日起，我局对中联大厦南侧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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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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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线巷4
号，联系电话：13813596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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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联大厦南侧地块项目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
2016年11月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房屋坐落

鲜鱼巷1号101室
鲜鱼巷1号202室
鲜鱼巷1号203室
鲜鱼巷1号401室
鲜鱼巷1号402室

鲜鱼巷2号
鲜鱼巷5号102室
鲜鱼巷5号201室
鲜鱼巷7号301室

权证面积
（㎡）
40.30
60.50
58.60
40.30
60.50
33.86
55.20
55.20
69.60

未经登记
建筑面积（㎡）

9.72

23.95
8.51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房屋坐落

鲜鱼巷7号302室
鲜鱼巷7号303室
鲜鱼巷7号403室
正素巷63弄6号
鲜鱼巷14弄2号

301-2
鲜鱼巷14弄6号-1

周线巷20号
正素巷63弄5号

权证面积
（㎡）
58.30
69.60
69.60
27.60

32.43(使）

15.70（使）
62.90
50.85

未经登记
建筑面积（㎡）

16.38

84.13

因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
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曙光化工厂及周边地块项目征
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

一、征收范围：东至长江路、南至劳动西路、西至十字
河、北至三堡街（征收范围详见现场公示）。

二、启征日期：本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三、房屋征收部门：常州市钟楼区建设局。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房屋征

收与补偿服务中心。
五、征收补偿方案：详见现场公示。
被征收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本决定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向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决定公告
之日起6个月内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
2016年11月1日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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