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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西侧地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随园西侧地块”项目位于湖塘镇

武宜北路东侧、金鸡东路南侧、聚湖东
路北侧，由常州市双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203084.9㎡。现公开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请有意愿的物业
服务企业，于2018年6月26日—6月
28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
下午1:00—4：30时，携带本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一份）、公司简介、
业绩资料，到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
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报名。

报名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
理处物业管理中心（417室）

联系人：左昕 蒋小芬
联系电话：13685221117

13861063094
常州市双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春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6日

关于对逾期未接受处理车辆的公告
下列车辆系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新北大队于2018年第一季度
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依法扣留的，
请当事人携带相关合法证明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新北交警大队
原办案中队接受处理，逾期仍未提供
合法证明、补办手续或者接受处理的，
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予
以处理。具体信息详见常州市公安局
网站（gaj.changzhou.gov.cn）平安
资讯之公示公告栏目。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6月25日

公 告
我市存在一批机动车所有人未按规

定办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报废、转入业
务，或其所有的机动车临界报废、临界检
验；一批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办理期
满换证、降级换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驾驶证审验、满分学习、实习期结束后接
受教育和考试、注销实习期准驾车型、注
销驾驶证、注销校车驾驶资格业务，或其
机动车驾驶证临界换证、临界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交通违法记分临界满分、实习
期延长；现将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具体信
息详见“常州市公安局”平安资讯之公示
公告栏目（www.gaj.changzhou.gov.
cn）2018年第十一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6月25日

公 告
下列人员因具有被查获有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

行为，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
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情形，应当在
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到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注销驾驶证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车
辆管理所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注销机动车驾驶证。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2018年6月25日

姓名
汪厚强
须雄昌
钱志春
李朋
郭勇
谈一波
李志华
贾传燕
戴志纯

档案编号
320401121118
320400231433
320481284798
320400784511
320401046540
320401170338
320400491431
320400433161
320400485361

姓名
赵振荣
何剑
徐德莲
巢纲
钟晨晨
吴国忠
倪仁龙
曹国忠
陈健民

档案编号
320400598399
320400445348
320401063201
320400118369
320482265124
320400062274
320400022705
320400997423
320400415064

姓名
邓红
姜卫良
蒋靖山
樊清顺
职承钰
朱敏
姜洁
梅晓军

档案编号
320401107846
320400377980
320400411384
320401354348
320401230988
320401799822
320400862346
320483399782

关于轨道交通1号线文化宫站施工期间
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为配合轨道交通1号线文化宫站附属结构施工，自2018

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0日对和平北路罗汉路口采取临
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决定在施工期间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如下：

1.自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0日，封闭和平北
路罗汉路口，禁止机动车辆通行，保留非机动车道及行人通
道。施工期间，和平北路罗汉路口通行的机动车辆可以通过
和平北路、延陵西路、局前街、红梅路等周边道路绕行。

2.请过往车辆驾驶人注意交通标志提示，提前选择绕行
线路，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2018年6月20日

常州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老人机学名功能机，相对智能手机
而言是一种较低级的手机，由于受处理
器和内存的局限，功能仅限打电话、发短
信，多为中老年人使用。随着微信软件的
迅速普及，微信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传统老人机的功能已无法满足
消费者，老人机厂商也开始提出配套自
带微信软件的需求。一些软件供应商动
起了歪脑筋，研制起针对老人机的微信
专用版本，但这些所谓的专用软件，实际
并未取得微信软件所属腾讯（深圳）科技
有限公司的授权，只是一种功能与微信
类似的李鬼软件。

近日，我市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克
隆”微信软件大案，将浙江一家科技公司

“一锅端”。

“微信”频现小广告

今年初，市民陈女士发现自己的“微
信”里隔三差五就会冒出一些小广告：二手
车、特价女装、海外代购⋯⋯只要点击这些
广告就会出现网页，但页面制作很粗糙。

很快，微信官方客服接到了全国不
少用户的类似反馈。经核实，这些广告并
非微信官方推送，而是由于加密网络传
输协议被人破解导致。简单说，就是陈女
士的手机被安装了“李鬼”微信软件。

腾讯公司安全部门发现，由于微信服
务器无法识别“李鬼”发送的伪造标准微
信加密协议数据包，“李鬼”具备和微信相
同的聊天、语音等通讯功能，且多安装在
功能机上，并未经过腾讯公司任何授权，
严重破坏了微信的安全认证与通讯控制
机制，甚至可能影响微信用户的资金安
全。腾讯公司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款软件
由浙江鹈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鹈鹕公司”）开发，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群“法盲”大学生

很快，鹈鹕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和一群
工程师被“请”到常州。直到进了看守所，
涉案人员才意识到，他们未经授权开发功
能机微信软件已经涉嫌触犯提供侵入、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这 6 人学历均在大学本科以上，其
中一人还是硕士研究生。公司法人黄某
交代，由于功能机内存较小，腾讯微信软
件无法在功能机上安装或下载。2016年
9 月，他的一个客户提出开发功能机微
信软件的需求，考虑到国内也有其他公
司在研发这类软件，为了留住客户，黄某
接下了这单生意，让软件工程师吕某做
了微信逆向破解报告文档，再让另一名
工程师宋某根据报告文档做出了功能机
专用微信软件。黄某称，功能机内存大
的，出厂时就会自带这个“微信”软件；内
存小的，出厂时不自带，但厂家会在手机
里放一个“微信”图标，点击之后就会链
接到鹈鹕公司的服务器上，用户可以下
载软件到手机里的TF卡上使用。

“我们做这个没有取得腾讯授权，做
出来后提供给一些功能机厂商，目的就
是为了留住客户。”黄某说。

中介公司积极推销

警方在侦查中发现，这种“微信”软

件之所以在功能机上大量使用，两家深
圳的科技公司“功不可没”。其中 1 家科
技公司在 2017 年时接触到鹈鹕公司业
务员，随后取得了整套软件，在测试确定
功能后，即向 6 家功能机厂商提供了这
一产品。之后，鹈鹕公司定期把更新的软
件包发给该科技公司，科技公司则放在
他的服务器上，供下游厂商下载更新。

另一家科技公司总经理魏某交代，
2017年初，因为市场上功能机对微信软
件有需求，他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了鹈
鹕公司法人黄某，谈妥为科技公司提供

“FM、语音王、微信”等功能机上的 3 款
软件应用。3 个月后，鹈鹕公司交货，测
试成功后，科技公司就把这款软件和其
他软件一起推广给深圳、贵州等地的 5
家功能机厂商。至于鹈鹕公司提供的“微
信”版权情况，魏某坦言不清楚。鹈鹕公
司的“微信”软件不仅未经授权，还通过逆
向破解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相关
信息，已涉嫌触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童华岗 杨磊

浙江一科技公司“黑客”竟为手机厂商定制——

老人机里的李鬼“微信”

为纪念建党 97 周年，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励党员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常州经开区戚大街社区日前为全体党员举
行了“重温入党志愿书，不忘我们的初心”主题党日活动。50余位党员通过重温入党誓词、重读入党申请书，进一步增强了
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 童华岗 方雷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市民张阿姨含辛茹苦将
继子抚养成人，本应安享晚年，哪知，
继子不务正业、品行恶劣。近日，在天
宁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张阿姨
终于和继子解除了继母子关系。

张阿姨家住郑陆镇，继子郑某年
过四十依然过着啃老生活。据了解，
郑某幼年丧母，张阿姨作为继母，对
郑某倍加怜惜，从不让郑某做一点家
务。郑某成家后仍赋闲在家，依靠张
阿姨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可是，郑
某不但不体恤母亲，反而经常恶语相
向。近年来，年近古稀的张阿姨体弱
多病，收入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多次提出要求郑某出去工作，郑某则
冷嘲热讽，甚至威胁恐吓，给张阿姨
的生活和心理造成了巨大阴影，双方
经常为此发生争执，最终导致母子矛
盾升级。

去年 7 月，张阿姨向天宁区法律
援助中心求助，要求解除她和郑某之
间的继母子之关系，援助中心受理后

指派律师办理本案。律师接受委托
后，积极协助张阿姨收集证据材料。

作为原告，张阿姨不仅要证明与
郑某之间是继母子关系，还要证明母
子感情彻底破裂，且无和好的可能
性。律师到相关派出所调查发现，郑
某的户籍人口信息显示其母就是张阿
姨，原因则是郑某幼年丧母，当时郑某
还没有申报户口；父亲老郑与张阿姨
登记结婚后，直接将郑某作为双方的
婚生子申报户口并登记。如果不能证
明张阿姨与郑某之间是继母子关系，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血亲母子关系是
不能通过法律程序解除的。听完律师
的解释后，张阿姨不知所措，但又决心
要求解除与郑某之间的母子关系。于
是，律师又陪同张阿姨到原户籍所在
地村委，找到当时村上知情的村民取
证。道明原委后，大家都愿意积极配
合并如实作证，张阿姨这才如释重负。

法院受理此案后，郑某不配合、不
出面、不出庭，又让张阿姨犯了愁，单

方如何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母子感情
已经破裂呢？律师了解到，张阿姨因
与郑某之间的矛盾已多次报警，遂调
取派出所的接处警记录，证明双方之
间因家庭矛盾多次报警，说明感情已
经破裂，而郑某如今的“三不”态度，也
足以证明双方已无和好的可能性。

最终，法院审理查明，郑某早年丧
母，父亲老郑与张阿姨再婚后，郑某随
张阿姨共同生活，老郑去世后，郑某与
张阿姨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发生争吵。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再婚关系终止，继
母或继父与继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并
不当然解除；由继父母抚养教育的继
子女成年后，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继子女应负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
一般不允许解除。但是，如果双方关
系恶化，无法和睦相处的，继父母提出
解除继母子关系的，可以解除。

近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张
阿姨和郑某之间的继母子关系。

（马剑 庄奕）

继子不务正业 继母伤心“断交”

本报讯 日前，在金坛区司法
局西城街道司法所进行社区矫正的
高某，给司法所送来了一面写着“社
矫帮扶伸援手 春风化雨焕新生”的
锦旗，表达对司法所工作人员的感
激之情。

误入歧途的高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一年后，到西城街道司
法所进行社区矫正。负责社区矫正
的史万军一开始就从思想上和政策
上对高某进行帮教，希望他能真心
认识到自己的过错，重新面对生
活。得知高某暂时没有工作，史万
军建议他利用自身的技能找一个稳
定的工作。在史万军的鼓励下，高
某正在筹备自主创业。

不久前，当得知高某的妻子因

身体瘫痪导致脊柱弯曲，要到北京
入院治疗时，西城街道司法所综合
评估后，准予了高某一星期的假期，
到北京探望照顾妻子。一星期的假
期既是考验也是关怀，和高某沟通
后，司法所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法，
比如每天拍照汇报，离开前和回来
后报到，既从制度上保障社矫工作
的顺利进行，又人性化地给社矫人
员的家庭送去温暖。

一周后，高某如期返回销假，他
妻子的病情也得到了控制。高某
说，虽然法律的严惩让自己感到自
责，但社矫工作人员宽严相济的帮
教精神让他很感动，表示以后将脚
踏实地，改过自新。

（吴同品 陈安琪）

一星期的特殊“假期”

本报讯 一位粗心旅客将装有
2 万余元现金的单肩包落在了进站
安检仪下。铁路民警发现后多方联
系，终于找到了在候车室插着耳机
玩手机的粗心旅客。

6 月 25 日，常州火车站派出所
民警王继伟在北广场进口处巡查
时，发现一只遗落在安检仪下的黑
色单肩包，内有现金 22300 元、身
份证和火车票等物品。王继伟立即
通过车站广播寻找，无果后又根据
身份证信息多方联系，终于联系上
了在候车室的失主张小姐。

张小姐是南京一家外贸公司业
务员，来常州谈完生意后，带着装有
2 万余元现金的单肩包准备坐火车
回南京。哪知，粗心大意的她竟将
单肩包遗落在安检仪下。接到民警
打来的电话，正在二楼候车室插着
耳机玩手机的她才发现单肩包忘拿
了，急匆匆跑下楼找到民警。王继
伟在核对身份信息后，将单肩包及
包内物品转交给她，激动的张小姐
拿出一叠钱对民警表示感谢，被婉
言谢绝。

（童华岗 宦欣）

2万元遗落安检口
铁路民警物归原主

本报讯 6 月 17 日下午 4 点
多，当旅客张先生拿到自己的黑色
行李箱后，紧握着机场地服的手连
声道谢。

当 天 中 午 ，常 州 国 际 机 场 ，
ZH9293 航班过站旅客即将登机结
束。机组通知登机口服务人员，称
该航班 6D 过站乘客张先生一件随
身携带的黑色行李箱不见了。旅客
服务室值班主任立即联系机场公安
反映情况。

民警登机后，对 ZH9293 航班
进行了清舱检查，发现客舱内遗留
同款深色行李箱一只。民警推断，

张先生黑色行李箱被同航班到站旅
客错拿的可能性极大。通过对相邻
两排旅客的一一查找，将错拿行李
人员锁定为张先生座位附近的徐先
生。由于行李箱内有 1 万余元现金
和其它不少贵重物品、重要证件，张
先生中断了当天的行程。

在机场公安的配合下，地服人
员与徐先生取得了联系。下午 4
点 15 分，错拿行李的徐先生赶到
机场，与张先生调换了行李箱，同
时为自己的疏忽大意向张先生表
示了歉意。

（童华岗 常机宣）

行李箱被错拿
求助得以调换

本报讯 普通的蓝莓到了骗子
手 中 ，成 了 治 疗 各 种 眼 疾 的“ 神
药”。日前，永红派出所抓获了一个
专门诈骗老年人的 7 人团伙，呼吁
上当市民积极报案。

5 月 14 日晚 9 点，永红派出所
接到市民王阿姨的求助，称当天早
晨被几个卖假药的骗了1300元。

原来，当天早晨 7 点半，王阿姨
到会馆浜路某超市门口时，路边一女
子给她一片东西，说吃了对眼晴特别
好。心存疑虑的王阿姨没吃，把东西
还给了对方。这时，旁边一个女子插
话：“你是不是有白内障，还开过刀？”
王阿姨点头，说确实因白内障开过
刀。该女子自称是阳湖医院医生，特
意来这边买蓝莓，吃了对眼晴好，能
根治各种眼病。说完，女子“买”了两
斤。王阿姨一听便也想买，但因出门
没带太多钱就先买了二两。这时，边
上又有人说便宜的，劝她多买点。在
一番轮流轰炸下，王阿姨心动不已，
但苦于没钱，这时，一个热心人“仗义

相助”，主动提出先替她付钱，再跟她
回家拿钱。于是，王阿姨又买了两
斤，付了1300元。

到了晚上，王阿姨越想越不对
劲，便拿着“神药”到附近药店询问
价格。药店工作人员称，这就是普
通的蓝莓，市场价几十块钱一斤。

永红派出所初步侦查，发现这
是一个 7 人诈骗团伙。6 月 7、8 日，
该团伙成员悉数被抓。经查，该团
伙成员均为女性，分工明确，专门针
对老年人行骗。永红派出所呼吁，
有类似经历的市民积极向永红派出
所报案。 （芮伟芬 钱顺欢）

两斤蓝莓卖千元
“神药”专骗老年人

本报讯 35 岁的李某拼尽全力在
我市立足，开了一家快递公司，却因一次
醉驾差点毁了前程，幸亏意外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日前，李某被判处缓刑，到天
宁区茶山司法所接受矫正，每月要参加
不少于8小时的社区服务。

李某是贵州人，家境贫困，只有小
学文化的他早早来到我市打工。去年
初，他在我市注册了一家快递公司，日
子慢慢稳定下来。今年 3 月 27 日，李某
老家亲戚来找他玩，李某热情地尽地主
之谊。当天，酒过三巡后已是晚上 11 点
多。李某觉得，这么晚了，交警都下班
了，遂壮着胆子驾车送亲戚回住处。虽
然在路上没有遇见交警，但李某的酒喝
多了，快到亲戚住处时，驾车失控，撞上
了停在路边的车子。受害人报警后，警
方赶到现场发现了李某的异常。经检
测，李某血液中乙醇含量高达 132.8 毫
克/100 毫升，属于醉酒驾驶。

事后，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积极赔偿受害人车损。日前，天宁
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李某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罚金
5000 元。判决生效后，李某现在天宁区
茶山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
内，他不得离开本市，还需按时报告工作
和生活情况，每月要参加不少于 8 小时
的社区服务。

（蔡国强 芮伟芬）

深夜醉驾
撞车露馅

本报讯 近日，天宁城管执法大队
青龙中队开展清除视觉污染整治行动，
对龙锦路两侧部分商铺违法违规乱设店
招、牌匾、广告予以拆除。

记者在现场看到，龙锦路沿街店铺
的一侧墙面上，大大小小“挤”了数块各
式各样的店招和广告，几名城管队员在
维持现场秩序，一辆停在路边的吊车上，
两名施工人员正在拆除钉在墙体上的牌
匾。青龙中队副中队长高健告诉记者，
这些广告牌匾都没有经过审批，没有办
理任何手续，有些店招直接将二楼的窗
户遮挡封死，万一发生火灾，影响二楼的
逃生与救援。

此次整治共拆除违法、违规店招 23
块。天宁城管表示，今后将加大对辖区
内违法违规店招、牌匾、广告的整治力
度，营造辖区内特色突出、形象鲜明的城
市空间视觉效果，有序提升市容环境。

（小波 树根）

拆除违规店招
清除视觉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