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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女，形象佳，月薪 8000 元以
上；K 少，日薪 200 元起⋯⋯”2 月 18 日
一大早，市民邹先生在恐龙园附近晨跑
时，发现从龙汇路、河海路、龙沧路到太
湖东路，武进区一娱乐会所的招聘小广
告贴得到处都是，不少城管队员、环卫工
人正埋头“铲癣”。

记者昨天从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新
北大队获悉，根据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的《常州市城市市容管理办法》，新北大
队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开出《关于建议暂停使用通讯号码的
函》，建议通信运营商暂停该广告中出现
的电信手机号的使用。这也是我市新规
实施后开出的首张“停机”函。

队员铲了半天

2 月 18 日上午 8 点，恐龙园城管中
队中队长宋钺砚带着3名队员在龙汇路
徒步巡逻时惊讶地发现，一夜之间，两侧

商铺围墙、工地围挡上冒出了三四十
张“牛皮癣”。“都是武进新天地一家娱
乐场所的招聘广告，大概 A4 纸一半
大，花花绿绿的，很醒目。”宋钺砚说，
队员们立即用随身带的小铲子一张张
清除。清理完毕后，他们来到河海东
路，又傻眼了：这里的电线杆、配电箱、
公益宣传栏、公共自行车身，甚至公交
站台上都是这个招聘广告！

4 人兵分多路，一路“铲癣”，期间
还碰到了三井街道的保洁员，也在并
肩作战。一环卫公司工人骑车经过时，
气愤地告诉宋钺砚，他的保洁车上也
被贴了这种招聘广告。从8点多一直忙
到近12点，城管队员们才将龙汇路等
5 条城市道路上的近 300 张“牛皮癣”
广告予以清除。

王主管被“劝退”？

这家娱乐场所为何求贤若渴，不惜

到远离湖塘的新北区来张贴招聘小广告？
记者联系上广告中尾号为“5588”的电信
手机号码，对方自称姓王。起初，“王主管”
称自己并不清楚在新北区贴广告的事，最
近没去过新北区，娱乐会所开业才几天，
他也才从外地回来。他告诉记者，广告单
页都是员工去发的，负责人的确是他，但
对出现在新北区的大量广告单页的事并
不清楚。在加了记者的微信看到了广告单
页后，“王主管”表示，这是去年的招聘单
页，估计是其他员工让别人“弄”（贴）的，
平时这些单页都放在娱乐会所大厅。

发稿前，记者又接到了这家娱乐会
所李姓负责人的电话，他说，“王主管”现
在已经被公司劝退处理，原因正是因为
乱张贴。“当时的要求是可以发传单，但
不能张贴。”公司不久前接到市民打来的
电话，才知道有部分广告单页被随处张
贴，当时就处理了王主管。“昨天我们还
接到了城管的电话，目前只要知道贴在
哪里，我们都会去清除。”李负责人说。

依法送达文书

根据《常州市城市市容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城市道路、建（构）筑物、公共设施以及树
木上涂写、刻画、张贴。确需发布信息的，
应当在公共信息栏内发布。《办法》还规
定，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城市道路、
建（构）筑物、公共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
刻画、张贴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责令限期清除，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逾期不清除的，代为清除，所需
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在其中公布通讯号码
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以书面建
议通讯管理部门暂停其通讯号码使用。

2 月 20 日下午，新北城管大队执法
人员来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到相关部门送达了文书。

童华岗 13813585755 邹立

原因：一夜之间冒出近300张娱乐会所小广告

《常州市城市市容管理办法》出台后

新北城管开出全市首张“停机建议函”

本报讯 昨天早晨 7 点 40 分
许，溧阳市人民医院住院部旁的护
城河边上，一辆红色福特轿车撞上
了护栏，车头悬挂在半空中，险些掉
进河里。经了解，事故是因新手司
机误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导致。

记者从网友发布的现场照片中

看到，这辆红色轿车正悬挂在半空中，
车下压着的一辆电动车已完全变形，
一旁的护栏被完全撞断。医院保安
称，驾驶员是一名女司机，是院里的一
名护士。事发前，女司机正在尝试找
车位停车，不料突然加速，瞬间撞到了
护栏上，万幸的是人没有受伤。但旁

边的一辆电动车和自行车遭了殃，一
辆被压，另外一辆被撞到了河里。

经查，司机姓邓，是一名新手，
刚开车不久。她说，当时停车一时
着急，误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自己也
吓懵了。

（芮伟芬 冯国智）

误把油门当刹车 汽车悬在河上空

本报讯 人们都希望通过理财投
资让钱生钱，但面对高到离谱的回报，
应该报以警惕之心。昨天，记者从新北
法院了解到，经市中院审理，该院最近
判处的一起P2P网络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维持原判，以年息 20%非法吸收
2000多万元公众存款的石某、王某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3 年，
并分别处罚金 30 万元、20 万元。据了
解，该案是我省首例 P2P 网络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
2013年6月至10月间，石某成立

“常州汇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互
联网上注册了“汇宝信贷”民间理财平
台（www.hopexd.com）后，发布投资信
息，以每年 20%的收益为诱饵，在“网
贷之家”、“网贷天眼”等网站和“汇宝
信贷官方QQ群”，针对不特定人群进
行宣传、推广，向240余人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达1750万余元。同年8月至10

月间，王某得知石某利用上述方法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后，仍介绍多人向石
某借款，并提供借款人信息，组织安排
所谓的“考察”。这些信息被石某发布
至“汇宝信贷”民间理财平台后，又吸
引90余人“投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达547万余元。拿到这些钱后，王某以
月息 30%向外出借，并与石某平分利
息收益，获利63180元。

2014年3月10日，石某自动投案，

同年7月29日，自知逃不了的王某也投
案自首。据了解，这是我省告破的首例
不良P2P网贷平台犯罪案件。经调查、
审理，新北法院一审认为，石某、王某的
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考虑
到两人有自首、检举他人犯罪的立功情
节，法院判处石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
处罚金30万元；王某有期徒刑3年，处
罚金20万元。

石某不服，提出上诉，日前被市中

院二审驳回。
据了解，P2P 理财是互联网金融产

品的一种，是以公司为中介机构，把借贷
双方对接起来实现双方借贷需求的一种
新型理财模式。近年来，P2P网络信贷在
国内迅速增长，因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
准、无监管机构，导致P2P网络信贷成为
经济犯罪的温床。不良 P2P 网贷平台以
高额利益吸引投资，玩空手套白狼的把
戏，投资人资金处于巨大的风险中。审判
法官介绍，本案中，汇宝公司并不具备相
关资质，经营范围也不包括自我融资或
众筹等经营内容，实际从事的是吸收不
特定对象存款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广大
网民的合法权益，提醒人们要树立正确
的理财观念，引导理性投资，不给不法分
子留下可乘之机。

（芮伟芬 13961158906 王芳）

我省首例P2P网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宣判——

年息20%为饵，4个月吸收存款2000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溧阳法院
获悉，在一起交通事故的审理中，该
院对溧阳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以外
交通事故证明中“无证据证明胡某
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有过错行为”的
意见未予采纳，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死者家属41万余元。

去年 5 月 9 日，徐某驾驶重型
自卸货车停靠在溧阳一矿区内道路
的右侧。哪知，徐某下车后，该车发

生溜车，与前方胡某驾驶的重型自卸
货车发生碰擦，导致徐某当场死亡。溧
阳市交警大队经调查认为，交通事故
成因无法查清，无证据证明胡某在本
起事故中有过错行为，遂出具道路以
外交通事故证明。

去年7月4日，徐某家属将胡某所
在的宿州市汇丰运输有限公司、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分
公司告上溧阳法院，要求赔偿徐某死

亡造成损失中的50%，即61万余元。
徐某家属认为，因事故成因无法

查明，故交警大队出具了事故证明，根
据相关规定，应推定事故双方各半承
担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但被告保
险公司认为，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证
明已确定无证据证明胡某在事故中有
过错行为，因此，胡某不负有事故责
任，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中，法官调取了交警大
队的事故处理档案材料，认真查看了
交警对胡某的询问笔录，并查看了交
警勘察事故现场时绘制的道路交通事
故现场图以及拍摄的照片，最后认为，
胡某的停车行为欠妥，应承担次要责
任，而徐某应承担主要责任。

（小波 13337898169 戴伟民）

细查交警未定责案件
死者家属获赔41万元

本报讯 2 月 17 日，吴女士和
丈夫一起去市房地产交易市场办理
购买二手房的手续，待办完全部手
续时已近中午，于是，他们把户口
簿、结婚证、买房协议书等一整套材
料装进文件袋，放在红色的环保袋
里后，挂在自行车龙头上，骑车回家
了。到家后，吴女士才发现，挂在龙
头上的红色环保袋不见了，顿觉五
雷轰顶。

夫妻俩急忙沿原路往回找，边
找边懊恼，这么重要的材料怎么丢
了，最关键的是那张《不动产权属申
请登记受理单》，凭此单 15 天后可
到房地产交易市场领取房产证。找
了个把小时，找遍了树丛和角落，仍
未找到，只能带着一颗失望、无奈的

心回家，准备吃过饭去派出所报警。
下午2点15分，吴女士接到丈夫打

来的电话，说东西找到了，在局前街派
出所。吴女士惊喜之下，急忙赶到派出
所，拿到了失物。原来，红色环保袋是
在田家炳中学附近不慎掉落的，恰好被
亚民环卫公司的仲师傅捡到，他打开发
现都是购房凭证，便急忙把包交给田家
炳中学门卫，请他们帮助报警。田家炳
中学的保安报警后，局前街派出所民警
立即赶来取走资料，并根据资料信息，
很快和失主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吴女士专程赶到田家炳
中学，向学校保安表示感谢，并通过保
安找到了仲师傅，表示真诚的谢意。
仲师傅却说：“不用谢，捡到东西上缴
是应该的。” （童华岗 蒋博庆）

买房资料遗失 警民接力送还

本报讯 因投资失败，老吴通
过银行转账投资的 5 万元钱打了水
漂。为了挽回损失，老吴竟突发奇
想，刻意隐瞒自己的投资者身份，以
不知情为由，向钟楼法院起诉银行，
要求银行返还这笔“存款”。法院查
明真相后，驳回了老吴的诉请。

去年8月，老吴向钟楼法院起诉
我市一银行，称他在银行的5万元存
款不翼而飞，要求银行归还。老吴诉
称，去年 7 月，他打算取钱回老家修
缮房屋，发现银行卡上的5万元存款
取不出来。找到银行，工作人员称，卡
上没钱。并为其打印了银行内部流水
账单，账单显示，其存款通过“银商转
账”被转出。老吴认为，他并未开通

“银商转账”业务，但其存款却以这种
方式被转出，根据银行“存款自愿、取
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
则，银行应当返回这笔存款。

5万元存款究竟去哪了？银行表

示，这其实是老吴因投资亏损而向银行
提起的求偿诉讼。根据老吴的《存款历
史交易明细清单》，自2014年起，每次
他存款后，钱都汇给了同一家公司，且
交易有进有出，部分交易的间隔时间极
短，老吴明显是该公司的投资者。而从
2015年开始，公安机关已对该公司涉
嫌犯罪问题正式立案侦查，并在全国范
围内通过在线申报、属地公安机关报案
等多种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债权登记。

随后，法院向警方调取了常州地
区该公司的投资名单，老吴确实在该
名单中，名单中载明：老吴累计入金
64800元、出金16100元。

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说
明，老吴是该公司的投资客户，通过银
行卡与该公司进行投资交易。因老吴
已在公安机关登记的该公司投资人员
名单中，故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立案
受理的范围。

（吴同品 陈德严 刘永丽）

通过银行卡转账5万元的“投资”失败后，储户突发奇想——

起诉银行要“存款”
查明真相被驳回

本报讯 汽车送到汽修厂维
修，哪知，汽车非但没有修，反而被
汽修厂老板偷偷给抵押了。近日，
汽修厂老板因犯诈骗罪，被金坛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
两年，并处罚金1.5万元。

随着私家车的逐渐增多，车辆维
修和汽车美容也成为热门行业。早
些年，江某踏入车辆维修行业，开了
一家汽修厂。创业之初，江某踏实肯
干，但随着生意走上正轨，他做起“甩
手掌柜”，四处闲逛中还染上了赌博
的恶习，并为此四处借高利贷。前几
年，因疏于管理和行业竞争，江某的
汽修厂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驴打
滚”的高利贷，更是雪上加霜。

2013 年 7 月，冯某将一辆桑塔纳
轿车送到江某的厂里维修，要求更换
配件并重新喷漆。冯某前脚刚走，江
某就将车开到一家投资抵押公司，声
称受车主委托进行抵押借款，最终借
得 2 万元，用于支付高利贷利息。之
后，冯某催问车辆维修进展时，江某就
以配件不易配齐为由一再推诿。同年
8 月，江某如法炮制又将另一名顾客
送来维修的汽车抵押，甚至还将从朋
友处借来的一辆轿车也拿去抵押，共
借得3万余元。

江某多次抵押他人车辆后，无力
赎回，在高利贷和顾客的双向压力下，
决定“走为上策”，但最终被公安机关
抓获。 （吴同品 王蕊）

汽车送去维修 竟被老板抵押

本报讯 利用 APP 软件和快
递公司管理漏洞，男子顾某将市民
周小姐抽奖所得的两根金条“私
吞”。2 月 17 日，涉嫌诈骗的顾某被
新北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月9日，周小姐联系顺丰快递
员林某，称有两个快递至今未收到。
林某回公司查询时发现，两个快递
已经送到丹阳一家手机店了，遂立
即联系该店工作人员，却被告知快
递被客户顾某拿走了。林某尝试与
顾某联系，得知顾某已将物品卖给
了别人。林某立即到新北区河海派
出所报案。2月10日，顾某落网。

顾某交代，2 月 8 日，他打开一
APP 软件，翻看抽奖信息时，看到
有往期中奖名单，其中一名常州网

友中了两根金条，就想着怎么将这两
根金条据为己有。顾某此前在这款软
件上也曾抽中过奖，还保留着发件方
的信息。于是，他打电话给顺丰客服，
通过发件方信息查询到的确有两个快
递正寄往常州。之后，顾某通过这两个
快递单号在网上查询到收件人信息
后，假冒收件人拨打了派件员的电话，
表示两个从北京寄来的包裹要变更收
件地址，全部改发至丹阳一家手机店。

就这样，这两个分别装有 1 根 20
克金条的包裹全部寄到了这家手机
店，顾某将其中的一根金条卖给了手
机店老板。之后，快递员林某联系顾
某，顾某得知东窗事发，将金条如数归
还，但错已铸成。

（童华岗 万雷鸣 袁梦来）

篡改收件地址 骗取两根金条

本报讯 春节期间，因为和老公闹
别扭，四川女子杨某一气之下来到常州，
本想投靠常州的远房亲戚，不料被亲戚
带入传销组织，身心受尽折磨。在一次
与丈夫通话时，机智的杨女士故意“说错
话”，终于在被非法拘禁一周后脱困。

1 月 31 日，和丈夫赌气的杨女士未
和家人交待便独自离家出走，正巧常州
的远房亲戚邀杨女士来常“散心”。不
料，她刚到常州就被亲戚带入一传销窝
点，见形势不对，杨女士想离开，但几个
男人立马过去将她按在地上，为防止她
大叫惊动周边居民，还用毛巾塞住了她
的嘴。这之后，杨女士便被限制了人身
自由，24小时都有人看管她。

2 月 1 日，杨女士接到丈夫的电话，
丈夫问她在哪里，为何一夜不归？由于
电话接听内容被传销组织人员全程监
听，杨女士无法说出自己的实际状况，且
被要求必须向家人“报平安”。杨女士将
计就计，故作镇定，按传销组织的要求告
诉丈夫，自己已经安全到常州散心，一切
安好，最后提高声音对丈夫说：“关于我
们离婚的事，希望你尽快找我的律师舅
舅帮忙处理。”随即便挂了电话。最后这
一句话让丈夫听得一头雾水，夫妻俩虽
说闹不愉快，但压根没提过离婚，而且杨
女士确实有一个舅舅，但并不是律师。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后，杨女士的丈夫预
感她可能有危险，立即向当地的绵阳警
方报警。

绵阳警方随即查明，杨女士位于我
市新北区百丈地区。2月6日，绵阳民警
来到常州，向百丈派出所民警请求协助
调查。

百丈派出所民警接力开展调查，通
过调阅大量监控，加上走访排摸、入户清
查，终于发现一户可疑的出租屋：窗户被
木板钉得牢牢的，任凭民警如何敲门，始
终无人开门。民警最后破门而入，将房
间内的杨女士及另外 12 名人员带至派
出所调查。

2 月 10 日，涉嫌非法拘禁的 7 名传
销人员被刑事拘留，目前，该案仍在进一
步办理中。 （童华岗 谢锋 袁梦来）

投亲陷入传销窝
电话“说错话”被救

本报讯 给指定网站付一笔刊登费
用，该网站就帮助当事人在知名期刊、杂
志上刊登文章，这本就是违规的做法，现
在还有人利用它来诈骗。我市一女子因
多次向期刊投稿未中，不惜花钱投稿，反
被骗走了几百元。

2月13日下午，张女士到局前街派出
所报警，称她在网上被骗了。最近，张女
士一直在家学习，准备考研。因需要在期
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可她连续投稿多次都
没有被录用，张女士就想通过专门的帮投
稿网站来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她在淘宝
网上找到一家名为“齐鲁护理杂志”的网
站。对方声称只要张女士支付一定费用，
她的文章就能在该杂志上发表，而且该杂
志在圈内小有名气，绝对能满足张女士的
需求。张女士立即将银行卡里的460元
转给了对方。可等了几个礼拜，张女士仍
然没有收到该杂志的录用通知。询问客
服，对方称正在投稿，不要着急。但当张
女士再次联系客服时，对方已将她拉黑，
她这才明白自己被骗。

目 前 ，该 案 正 在 进 一 步 调 查 处
理中。 （吴同品 孙渊）

网络投稿
诈骗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