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社会新闻部主办 主编：王益芳 A3常州新闻 社会·现场

⋯⋯⋯⋯
⋯⋯⋯⋯⋯⋯⋯⋯⋯⋯⋯⋯

情注情注社会社会
直击直击现场现场
热线报料：86606666
微博报料：@常州日报社会新闻部

突发事件突发事件 舆论监督舆论监督 政法要案政法要案
趣闻轶事趣闻轶事 市井温情市井温情 社会万象社会万象

一篇《湟里这两幢大楼，一无规划
文件二无武进区建设局的文件》的帖
子近日出现在本地网络论坛，称在湟
里镇东安兴旺路，赵某建起两幢大楼，
没有任何手续，而且建房资金也是哄
骗其他老板和工头垫资的，至今已欠
农民工200多万元工资。

两幢大楼没有任何标识

昨天上午 10 点多，记者来到湟
里镇东安兴旺路，找到了网友反映的
两幢大楼，看上去大楼已基本完工，
南面一幢 6 层，北面一幢 8 层，每幢都
有 9 间。与大楼一路之隔的赵家村村
民告诉记者，这两幢大楼以前是一家
老厂房，只有两层，2015 年底 2016 年
初，两幢楼相继动工，规模比老厂房
大多了。

在工地门口，记者没有看到项目
名称、规划许可等任何标识。在南面
楼内，记者遇到了两名工人，他们称在
搞装修，其他情况不清楚。

已欠240多万元工资

发帖人王某告诉记者，他来常已十
多年，一直做瓦工。去年3月，老乡刘某
找到他，称在东安承包了一个工程，让他
带工人去干活。该工程在东安兴旺路，
投资人是东安的赵老板，他承包了其中
的第二幢办公楼。“刘某说，我们先垫资
做，做好了可以做一个大工程，那个工程
在儒林工业园内，也是赵某的。”王某说，
刘某还带着他去看过那个项目。看到后
面还有大工程，王某就带着50多名瓦工

进驻东安工地开始干活，为此，他垫付了
20多万元的工人生活费和材料费。

去年 6 月，王某问刘某要钱，发现刘
某开始各种推脱，经多方了解打听，才得
知赵某和刘某都是骗子。特别是赵某，
东安的工程都是他哄骗人垫资建造的，
另一个项目更是子虚乌有。

王某说，据他所知，该工程一共欠下
农民工 240 多万元工资。干了一年多，
他才发现这幢大楼没有办任何建设和规
划手续。“如果是违建，镇里为什么不早
点查处？我们以为老板关系硬，才跟着
干了这么久。”王某说，这么大规模的楼

竟然是违建，让他很意外，“镇建管所、城
管部门难道发一张通知书就拉倒了吗？
早点叫停这个工程，我们也不会有这么
大损失。”

目前，欠薪农民工已向东安派出所
报警，警方已经受理此事。

多部门介入调查处理

记者随后来到湟里镇了解此事，镇
建管所吴所长说，东安的这个“项目”占地
2.46亩，于1994年办理了用地批准书，原
批准名称为武进市东安化纤材料加工

厂。2015年10月，老板赵某将老厂房拆
除后开工建设第一幢办公楼，建筑面积
2500平方米，由南京中江建设集团无锡
建筑工程公司承接，一名张姓老板承包了
人工、包周转材料以及机械设备，总价为
112.5万元。今年3月，开工建设第二幢办
公楼，由个体老板刘某承包，建筑面积5700
平方米。如今，两个项目都已基本完工，初
步估算欠农民工工资的确有240多万元。

吴所长说，2015年10月28日，湟里
镇建管所巡查时发现该项目，核查发现，该
项目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便立即对该公司发出《停工

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章建筑违
法行为，并找当事人赵某谈话。随后上报
镇政府和武进区住建局，2015年11月3
日，区住建局建管处到该企业开具停工核
查通知书，要求停止违法行为。2016年4
月13日，巡查发现该工地第二幢办公楼
已经开工，同样没有任何手续，便又发放
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并上报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开具停工核查通知书。2016年
5月23日，个体老板张某等人到建管所讨
要农民工工资，建管所立即上报并联系赵
某，要求其停工，但赵某以资金没有到位为
由推脱，并不听劝阻继续施工。

“我们屡次开停工通知，城管队员
一离开，他们继续施工，甚至连夜施
工。”吴所长说，目前，法院已经依法封
存了赵某的一辆宝马车，镇建管、劳动、
城管、司法、派出所等部门也已介入处
理此事，“年关将近，解决农民工工资是
第一要务。警方将设法找到赵某和刘
某，首先解决欠薪问题。”吴所长说，两
幢大楼因已经完工，建设部门将会走司
法程序解决。 小波 13337898169

镇政府：拖欠240余万元农民工工资，已报警

湟里建起两幢8000多平方米违建大楼

1 月 7 日，常州经开区戚墅堰东方养老公寓内笑声不断，来自蓝益志愿者协会的 6 名志愿者和公寓负责人一起为这里的
数十位老人包了顿爱心馄饨宴。蓝益志愿者协会目前有 50 多名会员，以助残助老为主要活动内容，成立一年来已经服务残
疾人、老人近500人次。 童华岗 金龙 文/摄

黄天荡生态园位于 S232 省道郑
陆镇黄天荡村，占地近300亩，是郑陆
镇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生态园之一。
2016 年 11 月，黄天荡生态园的投资
方江苏宜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诚公司”）的多名管理人员被警方
带走配合调查，此后不久，已经对外营
业近 1 年的生态园停业。近日，本报
新闻热线 86606666 接到郑陆镇居民
反映，这家生态园内的数千平方米建
筑并无合法手续，涉嫌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黄天荡生态
园，该园北大门紧闭，内侧还用彩钢瓦
板遮盖起来（如图），大门附近大片田
地长出了荒草，沿S232省道的生态园
围墙内还有大量建筑垃圾和废旧金属
建材。正对北大门的正是居民反映的
两违建筑之一——黄天荡生态园酒
店，但早已停业。记者注意到，生态园
内至少有 3 幢钢结构或砖混结构建
筑，总建筑面积数千平方米，此外还有
大量小木屋。

随后，记者绕到南大门，却被保安

拦下，保安称生态园已经不对外营
业。在南大门，记者遇到了10多名前
来生态园向宜诚公司讨要工程款和薪
资的男子。男子孙某称，2016年春节
后，他到生态园进行铁艺施工，连工带
料目前还欠他 10 多万元。男子胡某
则称，他是帮生态园进行土建施工的，
从 2014 年 11 月进场到 2016 年 10 月
工程基本结束，园区大部分基础设施
都由他们工程队所建，目前还有31万
元民工工资未付清。男子张某则是这
家生态园的鱼苗供应商，2015 年 6
月，生态园让他投了价值24万余元的
鱼苗到园区河塘，至今鱼苗款分文未
付。此外，现场还有挖机手、生态园酒
店工作人员在讨薪。

现场多名男子向记者讲述，宜诚
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受到警方调查，
2016 年 11 月开始，生态园就以“款项
没批下来”等为由，迟迟不与他们结清
工程款或薪资。时近年底，这让他们
非常焦急，只能守在生态园讨要说法。

在黄天荡村委会，负责人沈书记
向记者介绍了黄天荡生态园的情况。

“2012 年开始弄的，当时还是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他说，生态园的首任投资者
当初不仅想把生态园弄成农家乐，还想
搞一个螃蟹交易市场，当时共流转黄天
荡村委四五个村民小组200多亩田地和
几十亩河流，总占地面积近300亩，多数
为荒田、河滩。但由于种种原因，首任投
资者建设了 2 年后难以维系，2014 年左
右，私下找到了第二任投资方宜诚公司，
将黄天荡生态园整体转让。

沈书记还说，宜诚公司进驻后进行
了大规模建设，导致目前欠下 370 多万
元工程款、薪资的问题，村委也很重视，
一直在多方协调。“宜诚找了一个下家，
愿意承租生态园的餐饮和旅馆，下家会
先出资 150 万元，用于支付宜诚拖欠的
50 多万元薪资和部分工程款，余下的工
程款以后逐步支付。”沈书记说，村委并
未参股该生态园，只负责每年收取生态
园的土地流转费用，宜诚公司此前有
100万元押金在村委，因此，村民们大可
不必担心这笔费用讨要不到。

那么，生态园内的数千平方米建筑
是否真为“两违”？记者来到郑陆镇建管
所核实。该所相关负责人在反复核实后
向记者表示，建管所方面没有接到过生
态园的任何建筑相关资料。

郑陆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
示，生态园部分违法用地情况已被国土
资源部卫星拍到，国土部门已通报镇政
府。“政府很重视这件事，专门开会研究
过，目前生态园正在完善设施农业的相
关手续。”该负责人如是说。

童华岗 13813585755 文/摄

郑陆镇：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手续正在完善

欠工程款和薪资数百万元——

黄天荡生态园还涉嫌“两违”

本报讯 1月5日，新北区龙虎
塘居民邵老先生怀揣一封感谢信、
手拿一面锦旗来到龙虎塘派出所，
感谢他的好邻居、联防队员沈鸿。

2016 年 12 月 18 日深夜，邵老
的妻子陶阿姨在家突发急病，浑身
冒汗、瘫软无力、呕吐不止。年逾古
稀的邵老急得跑到门口大声呼救，
住在附近的沈鸿闻讯立马前去帮
忙。“那天晚上9点多，我正好在家，
我妻子听见隔壁有人呼救，一看是
陶阿姨生病了，回来就叫我把陶阿
姨背起来，开车送去医院。”沈鸿回
忆，车开到半路，陶阿姨就昏迷了，
他硬着头皮连闯好几个红灯，将陶

阿姨护送到医院。等到将近半夜
12 点多，陶阿姨儿子赶到后，沈鸿
才离开。

经过抢救，陶阿姨苏醒，现在医
院继续接受治疗。万分感谢的陶
阿姨特意让老伴送来一面锦旗。
她在感谢信中写道：“沈鸿同志二
话没说，火速把我送到常州第四人
民医院抢救，一路上关心备至。到
医院后，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把
我背进急诊室，为我赢得了抢救时
间，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
们全家万分感激，将永远铭记在
心，谢谢！”

（童华岗 尤巧珍 袁梦来）

老人深夜发病
好邻居急送医院

本报讯 春节前后，又迎来一波
跳槽换工作高峰，一些新员工进入
工作单位后，在试用期内经常引发
劳动争议。近日，新闸街道劳动部
门就调处了一起员工遭闪电辞退后
引发的纠纷。

去年11月下旬，王女士到一家
快递公司面试，约定试用期一个月，
单休，月薪 2800 元，试用期结束转
正每月 3500 元。上班第 5 天，王女
士提出，提前半小时回家陪孩子挂
水，老板勉强同意。第7天下班时，
王女士提出休息一天，老板火冒三
丈，让她第二天起就不用上班了。王
女士认为，说好了单休，既然上了 7
天班，就该休息 1天了。而且，就算

被辞退，老板也得支付 7 天的工资。
可老板反而说，让王女士白吃了几天
午餐。总之，一个子也不肯给。

王女士当天就来到新闸街道劳
动部门。工作人员和双方当事人分
别进行了沟通，并告知快递公司老
板，试用期也是要支付劳动报酬的，
有约定的按双方约定的支付，没有
约定的，也不能低于常州市最低工
资标准。但老板不承认当初约定试
用期工资2800元。

经过街道工作人员多次沟通调
解，快递公司最终按常州市最低工
资标准支付了400元工资和100元
伙食费。

（耿一桢 庄奕 13861028908）

试用期员工遭“闪辞”
工作7天也得付报酬

元旦前后，金坛警方对全区两个烟花爆竹仓库、262 个烟花爆竹销售
点、150 余家商场、超市进行了突击检查，捣毁了 1 个非法储存烟花爆竹仓
库，收缴各类非法烟花爆竹1114箱。 吴同品 金公轩 文/摄

本报讯“我一时糊涂，酒瘾上头
做了错事。”元旦刚过，在看守所内，涉
嫌盗窃的嗜酒男子刘某后悔地说。
2016 年 12 月底的一天夜里，他在新
北区一大超市内盗窃 3 瓶茅台酒后，
被人赃俱获。

王某是这家大超市的便衣保卫人
员，事发当天夜里，王某像往常一样着
便衣在超市巡逻，至临保商品区时，
他发现一男子把购物车横在两个商
品陈列堆之间挡住自己的身体后，
鬼鬼祟祟拉开随身黑包，往已经鼓
鼓囊囊的包里藏一瓶茅台酒。王某
迅速通知同事在收银台伏击。男子
开始推着车往收银台走，先是佯装
排队结账，见无人注意，竟直接拎起
黑包镇定自若走出收银台，王某同
事当即将其拦下。

该男子正是刘某。他交代，当天
看超市人多，他就转到酒品展区，看见
小瓶装的茅台酒，一时酒瘾上头，拿了
一箱 4 瓶装 53度的茅台酒就放进购物
车，将车子推到隐蔽处，发现黑包太小，
只好把茅台酒的外包装打开，一瓶瓶往
包里装，共装了 3 瓶。刘某自述，到收
银台前他还思量了一下，但没能战胜
贪念。 （童华岗 尤巧珍 袁梦来）

酒瘾上了头
超市偷茅台

本报讯 去年10月，溧阳警方在
办理犯罪嫌疑人高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案时，发现高某多次通过 QQ 卖数
据给余某，当月 29 日，以余某为首的
10 多名涉案嫌疑人落网，一个购买账
户、密码后利用软件“群推”的微博营
销犯罪团伙至此覆灭。

经查，去年 6 月，余某在福州市注
册了一家名为“福州市合伙人网络有
限公司”，法人是他自己，公司的主业
就是在互联网上做新浪微博的推广。
余某交代，公司员工先用各自的微博发
布微博推广广告，在其中留下工作QQ
号，这些号码是余某提供给他们的。有
需要的客户看到广告后，就会联系他
们，双方谈好价格后，客户将钱打到余
某的私人支付宝账号。之后，他们按照
客户的要求在新浪微博上进行微博推
广，到月底，余某和员工六四分成。

这些客户基本是做生意的，主要
是为了产品推广。通常，客户自己先
发一条微博，再由余某等人用买来的
大量电子邮箱账号及对应密码，通过

“野火”软件批量登录微博，转发客户
的这条微博来达到客户的要求。余某
称，“野火”软件是一款专门用于微博
的软件，它能批量导入含有电子邮箱
账号和对应密码的文本，自动登录微
博后，能对需要转发的微博进行批量
转发，以达到微博推广的目的。

余某和员工使用的电子邮箱账号
和对应密码都是余某在QQ群里买来
的。余某从 2015 年 8、9 月份开始购
买，一直到现在，已买200多万个账户
和密码，其中有效的大概有 10 多万
个。转发的价格则根据微博用户等级
不同而定，一般一条的价格为几分到
几元不等，余某的公司经营短短几月
就赚了20多万元。

去年 12 月 29 日，余某等人因涉
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捕。

（童华岗 刘璐璐 杨译）

微博民间推广
团伙涉罪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