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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我局对刘畅(公民身份号码：320404199206044416)在新北区阳光花园西门

北侧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实际占有的一栋一层砖混结构建筑物（建筑面
积约60平方米，现出租给红宝石美容SPA会所）立案查处。我局多次送达《行政
处罚听证告知书》均未成功，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将常新城综执听告字[2019]第0027175号《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公告送达，拟对刘畅作出限七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的行政
处罚。

当事人应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至常州市新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
队（新北区渭河路2号，联系电话85152319）领取常新城综执听告字[2019]第
0027175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请当事人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常州市新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大队（新北区渭河路2号，联系电话85152319）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逾期
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4月19日

“老伴走了。这几年大家给我的帮
助，历历在目。”近日，家住兰陵街道九洲
新世界花苑的徐雅清婆婆给记者寄来了
一封信，信中夹着厚厚一沓彩画，其中有
2张画的是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78岁
的老人在信中说，她画这两张画有三个
用意，一是真诚地感谢他们的帮助；二是
希望社会能关注这个庞大的年轻人就业
群体；三是希望小哥们遵守交通规则，祝
他们平安、健康、快乐。

徐雅清婆婆是本报 2017 年 2 月 17
日《76 岁老教师两年手绘 25 张美图送
社区》一文的主人公，市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退休数学教师。

在那张描绘快递小哥的画里，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推着白发苍苍的
老爷爷正要上台阶，一位身穿蓝色工
作服的快递小哥帮她抬起了轮椅。徐
雅清说，这正是两三年来反复发生在
她身上的事。6 年前，徐雅清的老伴因
糖尿病失明，两三年前外出就得靠轮
椅了，但楼下和小区内多处有台阶，徐
雅清推着老伴甚为不便。所幸，每天
都有快递小哥在小区进出，他们只要
看到徐婆婆有需要，都会主动上前帮
一把。“我就画了一个快递小哥，两辆
快递车，车上堆满了东西，说明他们自
身的工作也很辛苦。”画面右下角是一

男士正在组装电风扇，徐婆婆说，她家
的电风扇也是儿女网购后，快递小哥
送到家的，因为年纪大，网购的便利性
让她记忆犹新，也就在画中描绘了出
来。

徐雅清的子女都很孝顺，但平时
各自都有工作，不能时时陪伴。为了
减轻母亲照顾父亲的压力，子女时常
会为老人点些外卖，徐雅清就与外卖
小 哥 熟 悉 起 来 。 在 外 卖 小 哥 那 幅 画
里，一位外卖小哥正挥手与一对拎着

外卖盒的老夫妻告别；另一位外卖小
哥则在小区里遇到了一位老奶奶，主
动帮她提起了买菜的小推车。“画的都
是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徐雅清说，外
卖小哥帮她拎过小推车，而且每次送
餐态度都很好，“外卖小哥来去匆匆，
每次都很急，我都会关照他们，慢点
开，注意安全。”

徐雅清信中还表示，如果能刊登她
的画，希望报社把稿费直接捐赠给九洲
新世界花苑社区居委会，用于支持社区

活动、帮助困难群体。
小人书是徐婆婆画画的“启蒙老

师”。她年幼时，大哥到南大街租了小人
书回来，兄妹4个加上院子里其他孩子，
10 多人都想看，于是，大哥就带领大家
学着把小人书画下来。初中时，徐婆婆
跟着教画画的向老师、教生物的李老师
积累了不少画画的技巧。等到自己也做
老师了，却再没有拿起画笔。直到2013
年，她才开始画画。

童华岗 姚靖芸 图文报道

希望将稿费寄给社区帮助困难居民

78岁女教师手绘彩图感恩“小哥”

本报讯 “非常感谢你们及时打
电话抢救我女儿，谢谢你们，要不就危
险了。”昨天下午 3 点，溧阳市民吕先
生打电话给常州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天宁大队二中队工作人员，再三表
示感谢。

昨天上午 9 点，吕先生一家三口
在常州站北广场出租车上客区排队打

车，其女儿突然晕倒在地。现场工作
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20、110，并迅
速展开紧急救援。

当 时 ，女 孩 身 体 不 能 动 弹 、脸
色发白、眼睛紧闭、双唇颤动，情况
十 分 危 急 。 工 作 人 员 一 边 掐 女 孩
人中，一边安慰她母亲。女孩母亲
因 惊 吓 过 度 ，双 腿 站 不 起 来 ，不 停

地哭泣。一段时间的紧急救助后，
女孩的嘴唇有了点血色，脉搏跳动
正常。

上午 9 点 40 分左右，女孩被送到
就近的武进医院救治。经全力救治，
已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已转到解放
军904医院进一步治疗。

（周龙 童华岗 图文报道）

北广场出租车上客区——

女孩突晕倒 交通人急救

本报讯 一名女子自称为报复出
轨老公，只要有人给她转钱，她就 10
倍返还。近日，家住雕庄的李女士信
以为真，转给对方 5000 元后，才发现
自己被骗。

4 月 9 日晚，李女士在家中上网
时，发现她前几天刚加的网友“小美”
发了一条朋友圈，称其老公出轨，自
己被抛弃了，决定要报复渣男老公。
李女士虽然没见过小美，但出于女性

的同情心，向小美表示了关心。小美
称，老公不仅出轨还要离婚，她很生
气，好在她手上还有老公的 100 万
元，她要把这些钱全部花光。小美
说，她想通过一个转钱游戏来报复老
公，游戏规则就是只要有人给她转
钱，她就 10 倍返还。想到对方有 100
万元，李女士就想试试看是不是真
的，遂通过微信转给小美 5000 元。
哪知，小美收到钱后，竟要求李女士

再转 1314 元支持一下，多凑点，到时
候一起返。可李女士说没钱了，小美
就没再要求。

李女士满心期盼着 5 万元到账，
但等了许久仍没等到。再次联系小
美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此时，她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向雕庄派出
所报案。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中。

（吴同品 高雪峰）

转钱就10倍返还 一女被骗5000元

本报讯 想要卖车，又觉得正常途
径的价格太低，便动起了歪脑筋，喊来同
学帮忙，将豪车开入河塘，制造意外骗取
保费。结果，两人双双落入法网。

2016 年，周某准备出售自己的路
虎汽车。信息发布后，询问者很多，但
给的价格都不能让周某满意。一来二
去，周某觉得，通过正常渠道卖车，自
己肯定亏本，便动起了歪心思，想要骗
保。当年 9 月的一天，周某打电话给
同学戴某，称他想通过骗保赚一笔钱，
需要戴某的配合，成功后会支付报

酬。戴某平时经常向周某借钱，听了
周某的提议，觉得这样不但可以还清
借款，还能小赚一笔，便答应了。第二
天，周某开着路虎来到戴某住处，将自
己的计划告诉了戴某。之后，由戴某
驾车，来到了事先踩点的陡坡上，稍踩
油门，车子就顺着斜坡滑进了池塘。

事故发生后，戴某报警，在交警大
队和保险公司，他将此次事故叙述成
了意外。之后，由周某开始处理保险
赔付。很快，39.7 万元的保险赔偿款
就打到了周某的账上，周某取出 1 万

元给了戴某，当做还清借款后的报酬。
2018 年 9 月，保险公司在审核中

发现，周某在多起保险赔付案件中以
不同身份出现，且已获得赔付金额高
达 80 万元，尤其是车辆落水案，存在
骗保嫌疑，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查，周某与戴某先后两次共同
制造了交通事故，两人一起共骗取保
费40余万元。目前，周某和戴某已被
天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在
进一步审理中。

（丁栋 吴鑫溢 童华岗）

豪车开入河塘 骗保落入法网

本报讯 近日，市民周先生来
到溧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证
窗口，向值班公证员咨询遗产继
承事宜。

值班公证员王鹏超在详细询问
后得知，周先生父亲生前看病后，医
保报销了几千元，但这笔钱在父亲
死亡后才打到其遗留的银行卡上。
家人不知道父亲银行卡的密码，取
不出这笔钱。周先生父母早年离
异，他是家中独子，父亲生病后医药
费花了不少，家中还有一个90多岁
高龄的老奶奶需要他照顾。

王鹏超得知这一情况后，向周
先生出具了继承公证材料清单，并
主动提出公证处可以为他奶奶提供
上门服务。在周先生准备好继承公
证所需材料后，王鹏超及时受理了
他的公证申请，并立即与公证员助

理为他奶奶提供上门服务。
在为周奶奶办理公证手续的

过程中，王鹏超走访了周边村民，
得知周先生已故的爷爷是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其父也曾当
过兵，退伍后回到家乡，身体一直
不是很好，家庭经济困难。得知这
些情况后，王鹏超主动垫付了该继
承公证需缴纳的所有公证费，溧阳
市公证处随后出具了公证书，了了
周先生的一桩心事。

溧阳市是双拥模范城市，拥军
优属一直是溧阳市的光荣传统。溧
阳市公证处践行常州公证行业便民
服务承诺，传承拥军优属的优良传
统，一直以来坚持为军人及军属提
供优质、高效、便民的公证法律服
务，得到社会大众的充分肯定。

（王彬彬 庄奕）

传承拥军传统 公证情暖人心

本报讯 4 月 15 日，我市警方
多方联动、全警动员，经过 6 个多小
时的不间断工作，成功干预一起冒
充公检法的电话诈骗，帮事主蒋某
及时止损200万元。

当天下午，西林派出所接到市
民陈某报警，称其老婆蒋某可能遇
到了电信诈骗，现手机关机联系不
上，银行卡里有存款 200 万元。案
值巨大，民警立即询问了蒋某的银
行卡号并联系市反诈中心。钟楼公
安分局迅速组成应急小组，发现蒋
某在下午 2 点左右驾车进入了中天
凤凰汽配城，分析她可能就在附
近。于是，一组人员继续拨打蒋某
的电话，并通过微信、短信、QQ 等
与其联系，但都没有回应；另一组在
中天凤凰汽配城周边 1 公里范围内
寻找。至当晚 9 点，民警终于在一
家宾馆内找到了蒋某，当时，她正在

通过 QQ 和嫌疑人联系，所幸钱款
尚未汇出。

在民警的一番教育下，蒋某才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连呼后
怕。蒋某经营一家饭店，当天下午
1 点多，她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中
心人员的电话，称她在上海违规使
用医保卡报销了 15680 元，涉嫌违
法，北京警方已立案调查。随后，

“警官”让她先到银行查看银行卡有
没有被冻结，又让她到宾馆开房间，
并警告其不能与任何人联系。蒋某
对此深信不疑。到宾馆后，蒋某按

“警官”的要求将手机调至飞行模
式，删除了微信，下载了一个“警政
安全”软件，声称要帮她把冻结的银
行卡解冻，要求蒋某提供所有银行
卡号和密码。由于发现及时，蒋某
未有损失，避免了 5 张银行卡上共
200万元被骗。 （芮伟芬 江雯）

及时干预，200万元保住了

本报讯 黑夜里，一辆车从对
面驶来，眼前顿时一片白茫茫，数秒
钟后才恢复正常。滥用远光灯蕴含
着巨大的安全隐患。4 月 15 日，溧
阳交警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一夜查
获了 12 起滥用远光灯的交通违法
行为。

当晚 8 点 26 分，溧阳警方在城
区罗庄路与台港路路口设卡，发现
一辆牌号为苏 D/××181 的轿车
打着远光灯快速通过。尽管道路
两旁有路灯，路口有交通信号灯，
道路视线清晰，但驾驶员仍十分张
扬地开着远光灯。民警将该车拦
下，驾驶员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违
法，直到民警详细解释交通法规后
才明白过来。因其通过有交通信
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不按规定使
用 灯 光 ，警 方 对 其 处 以 罚 款 100
元、记 1 分。

警方介绍，正确使用车辆灯光
关乎行车安全。根据规定，夜间通
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
使用近光灯。在无路灯照明或照明
不良的道路可以使用远光灯，但在
与其他车辆、行人交会时须改换近
光灯，以防炫目；路况不熟，需要看
路牌等标识牌时，可使用远光灯，但
应迅速恢复到近光灯；机动车超车
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
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以提醒前
车注意避让；在行经拐角、弯道、无
信号灯十字路口时，可以变换使用
远近光灯以作提醒。另外，机动车
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
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
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
廓灯和后位灯，但同方向行驶的后
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
远光灯。 （芮伟芬 张亮）

一夜查处12人滥用远光灯

本报讯 4 月 16 日晚 7 点，武
进区大学新村 3 区 17 幢一车库着
火，两位老人被困。危急时刻，邻居
冲进去奋勇救火，并将两位老人救
出。经初步检查，老人除受了点惊
吓外并无大碍。

事发时，暂住在该小区的安徽小
伙张超正准备上班。突然，邻居来拍
门，说隔壁一对老夫妻家着火了。张
超赶紧冲了出去，只见旁边一楼车库
里浓烟滚滚，隐约听到有人在喊“救
命”。张超一看，心想不好：两位老人
都已七八十岁，老大爷长年卧病在
床，老奶奶虽然身体还好，但毕竟年
事已高。他跑过去，见老人的卧室门
口着火，老奶奶正在拿东西扑，他想
冲进去先将老大爷抱出来，无奈火势

较大，烟雾很浓，加上断电，屋里很
黑，根本看不清人在哪里。情急之
下，他找来一只水桶，接了水帮着老
奶奶灭火。很快，又有四五个邻居赶
到，大家合力接水扑救，终于将火扑
灭。之后，张超冲入卧室将老大爷抱
到门口，找来被子给他裹上。

消防员赶到后清理了现场。据
初步勘查，起火可能是线路老化所
致。起火后，楼上邻居闻到烟火味
下楼查看而发现异常。

“谁碰到这个事都要帮一把
的。”昨天，记者联系上张超，提到救
人一事，他觉得这实在不值得一
提。据了解，张超在常州恒力液压
厂打工，来常 10 多年，半年前搬到
事发小区暂住。（芮伟芬 邹海楠）

车库起火，邻居救出两老人

本报讯 急着用钱的安徽男子陈某
联系上一金融微信群网友，被“指点”去
租车卖钱。4 月 10 日中午，陈某在常州
火车站被查获，方知自己已经被老家警
方上网追逃。

当天清晨 5 点 50 分左右，火车站派
出所执勤民警邱亚运在南广场巡逻时，
看到进站口一名正走检票口的男子形迹
可疑，该男子在发现民警后，竟慌张地转
身就走。反常举动引起民警的警觉，当
即将其拦下盘查。男子交出了身份证和
车票，经比对，民警发现，该陈姓男子是
涉嫌诈骗的在逃人员。

原来，去年7月，陈某在安徽老家通过
一个叫“金融信息”的微信群看到许某某发
的“急需用钱找我，无利息，迅速到账，加微
信了解详情”的聊天内容后，便加了许某某
微信。许某某告诉陈某，可以在网上租一
辆车，再偷偷卖掉；他认识黑车市场的人，
可以高价回收。于是，陈某在网上以每天
130元的价格下单租了一辆哈佛H6，时间
为一周；随后便转手叫许某某帮他卖掉，许
某某从中赚取了9000元中介费。

目前，涉嫌诈骗的陈某已被移交安
徽警方处理。 （童华岗 徐蕴涵）

租车贱卖
车站落网

本报讯 江苏盱眙一对离异男女到
新北区圩塘追债，欠债人没找到却偶遇庙
会，两人竟重操旧业多次盗窃。当他们第
三次“伸手”时，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

农历二月廿八是圩塘一年一次的庙
会。其间，辖区居民张某、朱某和许某等
人反映，逛庙会时，放在口袋里的手机被
盗。便衣民警在庙会巡逻时，发现两名
嫌疑人的身影，两人将手伸向一位老人
的口袋时，被当场抓获。

经查，嫌疑人邹某和沈某曾是夫妻，
已离异。因之前老乡欠他们的钱至今未
还，听说对方在圩塘打工，两人便乘车赶
到圩塘找老乡要钱，可跑了几家工厂都
没找到人。当天正逢圩塘庙会，两人商
量到庙会上“逛逛”。邹某有盗窃前科，
当晚，邹某在沈某的“掩护”下偷了两部
手机。4 月 11 日，两人被新北警方刑事
拘留。 （俞涛 童华岗 姚好）

追债遇庙会
盗窃被刑拘

本报讯 4 月 15 日清晨 5 点 23 分，
新北区 346 国道与长江北路交叉口，两
车追尾，所幸车速不快，未造成人员伤
亡。经初步调查，事故是因后车驾驶员
犯困导致。

接警后，消防特勤二中队迅速派人
到场，见两辆拉污泥的卡车追尾，后车头
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卡在里面，污泥散落
一地。队员立即进行扩张破拆，5 分钟
后救出了司机。经检查，他只是轻微碰
伤，并无大碍。

据现场了解，事发时，后车司机因起
得太早犯困，没注意到前车在等红灯而
撞上。 （芮伟芬 邹海楠）

犯困头发晕
撞了前车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