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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新建交通技术监控点位公告
为规范机动车行车规范，促进驾驶人文明出行，保障交通安全、有序、畅通，预防交通事故发生。我市新北区拟新增51

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19年12月20日起陆续投入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现将设备的分布情况公告如下：

特此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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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名称

大渡河路竹山路西侧

峨眉山路黎河路北侧

峨眉山路黄河路南侧

新区公园北门

衡山路辽河路南侧

惠山路珠江路南侧

常州市天润幼儿园门口

外国语学校北门东侧

外国语学校北门西侧

香山路河海路南侧

珠江路通江路东侧

岷江路科四路路口

岷江路惠山路西侧

巫山路珠江路南侧

巫山路河海路北侧

地铁1号线外国语学校站1号出口东侧1

地铁1号线外国语学校站1号出口东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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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名称

兰翔二村临街房32号门口

珠江路天安花园南门西侧

珠江路建东路东侧

嘉顺花园南门对面

巢湖路嵩山路西侧

福记逸高门口

汉江路秀山路东侧

衡山路黄河路北侧

衡山路漓江路北侧

衡山路浦江路北侧

华山路飞龙路北侧

华山路龙城大道南侧

华山路太湖路南侧

惠国路太湖路北侧

梅江路段

昆仑路绿都万和城五区西门北侧

昆仑路绿都万和城阳湖郡15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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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名称

昆仑路绿都万和城阳湖郡7幢门口

黎河路衡山路东侧

千岛湖路通江路西侧

千岛湖路衡山路东侧

嵩山路河海路南侧

天目山路龙城大道北侧

天目山路龙锦路南侧

天目山路太湖路南侧

天目山路龙锦路北侧

巫山路龙城大道北侧

沪蓉高速常澄路入口处

沪蓉高速常澄路出口处

龙江路东侧沪蓉高速入口

龙江路东侧沪蓉高速出口

沪蓉高速通江路往南下匝道口

通江路中港石化龙虎塘站北侧

昆仑路龙城大道北侧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机
动车登记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
条、《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第四十七
条、第五十条等相关规定，公告一批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校车标
牌作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
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
八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公告一批机动
车驾驶证停止使用、机动车驾驶证作
废、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最
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校车驾驶
资格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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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9年第
二十二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2月11日

公 告
为确保驾驶人自身驾驶安全及公共交通安全，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7条第1款第5项、第6项之规定，

决定注销当事人的机动车驾驶许可。现公告送达《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限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1519号）领取《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
决定书》（正本），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常州市公安局或
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姓名
顾志琪

谌志鹏

李刚

周僮

包可频

万斌

黄常安

葛玖松

万洪亮

任才君

钱初瑜

戈亮

潘云康

叶春明

周杨沛

何国明

陈欢

刘鹤峰

档案编号
320400141074

320401485596

320400941230

320400259155

320400785516

320401060951

320400236857

320401104622

320400433264

320481281318

320400917137

320400434628

320401224011

320401847966

320401999155

320400117667

320400323117

320400306086

准驾车型
A2

A2

C1

A2

C1

C1

B1

C1

A2

C1

C1

C1

C1

C1

C1

C1M

C1

C1

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编号
〔2019〕第2190725023228号

〔2019〕第2190725023229号

〔2019〕第2190725023230号

〔2019〕第2190725023232号

〔2019〕第2190801033347号

〔2019〕第2190801033581号

〔2019〕第2190801033583号

〔2019〕第2190801033589号

〔2019〕第2190801033599号

〔2019〕第2190802035362号

〔2019〕第2190802035363号

〔2019〕第2190802035345号

〔2019〕第2190802035367号

〔2019〕第2190808043924号

〔2019〕第2190803036623号

〔2019〕第2190808043451号

〔2019〕第2190808043454号

〔2019〕第2190808043457号

姓名
杨省

王军

胡君

蒋超

王中耀

杜鑫

赵建华

任缘

李鑫

李金隆

周俊

吴杰

张超杰

黄逸

肖文杰

吴永纲

辛加明

档案编号
320401587893

320401471848

320400233986

320400566157

320400335344

320401723245

320400278516

320401469396

320401153325

320482272860

320401628239

320400562007

320401500519

320401044423

320401371406

320400311972

320401836316

准驾车型
C1

C1E

A2A3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E

C1

C1

C1

C1M

C1

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编号
〔2019〕第2190813050220号

〔2019〕第2190813050233号

〔2019〕第2190822063201号

〔2019〕第2190822063199号

〔2019〕第2190822063198号

〔2019〕第2190822063197号

〔2019〕第2190822063213号

〔2019〕第2190822063214号

〔2019〕第2190822063217号

〔2019〕第2191016138400号

〔2019〕第2191016138401号

〔2019〕第2191016138366号

〔2019〕第2191014135605号

〔2019〕第2191024151997号

〔2019〕第2191024152004号

〔2019〕第2191024152011号

〔2019〕第2191024152013号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2月11日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常州晚报小
记者）是由常州市中小学生新闻写作
爱好者自愿结成，依托《常州晚报》和
《常州日报》从事新闻相关活动的组
织。由常州市委宣传部、常州市文明
办、常州市教育局、团市委和常州市民
政局、常州日报社进行业务指导和监

督管理。目前，常州晚报小记者（以下
简称小记者）在全市170多所中、小学
校建立了小记者站。

为更好地鼓励小记者们走出课
堂、拥抱自然、触摸世界，提高新闻写
作水平，每年协会都会组织小记者开
展周末采风和冬、夏令营及研学等国

内旅游活动，现面向有正规旅游资质
的单位招标，成为小记者国内采风（含
冬、夏令营）服务的单位，将符合中小
学生年龄特征的旅游研学线路传递给
小记者：

1、服务时间：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12月31日。

2、服务范围：国内旅游线路，需符
合中小学生特性的采风，冬、夏令营，
研学等。

3、旅行社经营资质原件和复印
件，企业和员工获得的荣誉证书。

4、旅行社以往承接同类项目经历
的说明。

5、拟外出采风的线路选择理由，
服务质量承诺及同等服务质量下同一
线路价格不高于同行业的承诺。

6、有无违规违纪自证承诺书。
7、保证与游客签订按国家旅游局

核准的标准合同书的承诺书。
8、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条例》《旅行社责任保
险》为旅客进行保险的承诺书。

9、危机应对措施、旅游安全事故
的预防与处理的说明。

咨询电话：88066263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

2019年12月3日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招募
为常州晚报小记者提供优质采风服务的旅行社

停水、降压通知
为确保优质供水，计划于2019

年12月12日晚21：30至13日凌晨

6：00，对长虹西路-S239-延政西路

供水主管实施计划冲洗，届时嘉泽镇

及湟里镇自来水用户将停水；邹区镇

原卜弋镇、奔牛镇自来水用户将降压

供水。希在此范围内的用户做好储

水等相关准备工作。恢复供水时可

能出现短时水质不稳现象，由此造成

不便敬请用户谅解。

江河港武水务（常州）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0519/3）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中动产于2019年12
月3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
于2020年1月1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2019年12月30日10时至2019年12月
31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马自达牌CA7201MT4小型轿车1辆
2、整体拍卖常州市万象化工有限公司所有的

蒸馏塔部件、压力容器部件、小型压力容器等切割物
3、整体拍卖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所有

的仿红木家具1套
4、整体拍卖常州居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所有

的机器设备及办公家具1批
二、2020年1月14日10时至2020年1月15

日10时（延时除外）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五益新村5幢甲单元502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213.33㎡，其中阁楼面积81.78㎡）
2、常州市香缇湾花园8幢乙单元1401室不动

产（建筑面积134.30㎡）
3、常州市湖塘镇新城长岛花园152幢乙单元2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7.17㎡）
4、常州市亚泰财富中心1907室不动产（建筑面

积55.61㎡）
5、整体拍卖常州市华城路89号国有出让商业、

旅馆业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7359㎡）及地上
非住宅房屋（总建筑面积11311.33㎡）

6、整体拍卖江苏苏浙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所
有的溧阳市溧城镇平陵东路388号国有出让批发零
售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面积13823㎡）及地上
D6 幢、D7 幢、D8 幢、D9 幢房屋（总建筑面积
26340.48㎡）

三、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
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http://sf.
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
rmfysszc.gov.cn）上查询。

四、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
85579518，监督电话：85359689。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在破产案件的执行分配中，劳
务工资属于优先受偿的债权，该规
定本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在
司法实践中却往往被有心人利用。
今年，我就办理了一起该类型的虚
假诉讼案件：常州一动力公司的债
权人为了让自己的债权在法院执行
分配时优先受偿，伪造了劳务关系
证明并向法院起诉。最终，在检察
监督介入后，所涉及的案件均由法
院再审改判。

近年来，检法两院在长期合作
打击虚假诉讼的基础上，逐渐确立
了虚假诉讼线索双向移送机制，通
过整合司法资源，进一步形成打击
合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案就是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

这家动力公司名下有大量债
务，公司已资不抵债，部分债权人已
经申请该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可到
了2017年下半年，竟突然出现了以
公司为被告的批量劳务纠纷案件。
这些不寻常的信息引起了执行法官
的注意，怀疑可能存在虚假诉讼，便
将线索移送给检察机关。

我们经审查发现，原审劳动者
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完备，劳动合同、
考勤表、工资清单等证明劳务关系
的证据一样没少，单从原审证据层
面审查，很难发现端倪。但该动力
公司在 2015 年左右就已基本停止
生产经营，为何在2016年还会产生
大量工人工资呢？既然该公司在

2015年就已陷入经营困局，那此前是
不是有其他劳动者申请过劳动仲裁
呢？为了解开这些疑点，我们立即赶
到劳动仲裁部门进行调查，结果，这次
调查成了突破该案的关键点。

我们发现，2015 年，该动力公司
员工邱某曾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
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拖欠的工资，同
时还提交了公司考勤表、工资清单等
作为依据。我们取回了邱某提交的该
动力公司的考勤表和工资清单，与原
审证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内容竟然
完全不一致。同一时间段的证明信息
既然出现了矛盾，那肯定有一份是假
的。为了搞清真伪，我们立即联系邱
某了解当时的情况。从当事人的庭审
对抗表现、考勤表的内容、形成时间和
邱某的陈述等方面综合判断，我们认
为，劳务纠纷案件中，工人向法院提交
的考勤表涉嫌伪造，并向公安机关移
送了该案线索。

果不其然，涉案人员向民警承认
了存在证据伪造的事实。原来，该动
力公司资不抵债，老板另外还欠一部
分借款，如果按照正常执行分配程序，
可能不能全部受偿，于是，债权债务双
方当事人就合计将借款变成了工资。
同时，为了让自己的诉讼主张更加“真
实”，老板还授意公司会计伪造了公司
的考勤表和工资清单等，从而获取了
生效法律文书，让部分虚假劳务报酬
参与优先分配，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最终，我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法院再审后撤销了原审判决，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

讲述人：史可
整理人：童华岗 张敏

停产企业的蹊跷“工资”
挖出虚假诉讼案

天宁区红梅街道北环新村社区居
民沈某患多种疾病，常年休息在家。
因家庭经济拮据，前不久，沈某想让读
初中的13岁女儿辍学，到饭店打工挣
钱补贴家用。消息通过社工传到了翠
竹派出所关心下一代工作站站长、教
导员郭云那里。

“老沈，你糊涂啊！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能不上学？”郭云心急如焚，带着
工作站民警来到沈某家中，送上关爱
金，并开导他要好好扶持女儿读书，今
后如有困难，就来找派出所的工作站，

“我们会力所能及帮你解决问题。”这
是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加强派出所关心
下一代工作站建设、切实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一个缩影。

今年，根据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相关要
求，天宁公安分局在辖区 12 个派出
所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站，由教导
员任站长，每站配备工作人员，并选
配 1-2 名经验丰富的退休民警共同
负责辖区学校、幼儿园、工商企业和
社区村委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努力实
施普法进校园、关爱进社区、资助进
家庭。

青龙街道阳光龙庭社区在校生何某
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一人挑起家庭重
担，一家人生活过得紧巴巴。青龙派出
所关心下一代工作站站长、教导员李国
振了解到情况后，组织“青宁”义工服务

队、关心下一代工作站人员和何某结成
了帮扶对子，帮思想、帮学习、帮生活、解
难题，帮助何某解决实际困难。截至目
前，李国振带领关心下一代工作站人员
已先后与青龙街道新丰苑社区、阳光龙

庭社区的 3 名贫困少年儿童结对，定期
赠送学习和生活用品，扶持弱势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该局还将常州公安文化融入青少
年普法工作，塑造警察良好形象，形成
了“叶子街头漫说防诈骗”、漫画安全防
范知识、“珏佳拍档”等品牌活动。尤其
是“珏佳拍档”，通过CCtaik软件网络直
播和现场活动两种方式，以真实案件为
蓝本，围绕预防通讯网络诈骗、暑假安
全课堂、对校园欺凌说不等主题，深入
中小学、幼儿园宣传，得到学生和家长
的一致好评。

目前，天宁公安分局12个关心下一
代工作站共有 24 名民警、12 名辅警和
24名退休老民警，他们常年为天宁区92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关心下一代工
作。“护蕾”使者们切实加强辖区歌舞厅、
游戏厅、网吧、台球室等娱乐场所的管
理，严禁未成年人进网吧，坚决取缔非法
出版物、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从严打
击各种黄赌毒等非法活动，从根本上清
除对少年儿童的视听污染，净化校园周
边治安秩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

童华岗 王阮清 莫国强图文报道

天宁：12个关爱站“护蕾”进行时

本报讯 12 月 3 日，名
为“嗨嗨呦”的网友在本地网
络论坛中发帖，称：“现在湖
塘淹城路一带有人故意撞
车，还联合交警骗取保险！”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发现
情况后，立即组织网安、法
制、督察等部门警力组成专
门工作小组，对该事件进行
调查。

经查，网友“嗨嗨呦”的
真实身份为 44 岁扬州籍女
子 彭 某 芬 。 11 月 30 日 上
午，彭某芬在武进区淹城路
与虹西路交叉路口附近一加
油站加完油后，驶入淹城路，
由于没有注意后方来车，导
致发生追尾事故。随后，彭
某芬被交警部门认定对此次
交通事故负全责。由于彭某

芬的车辆只投保了交通强制
险，没有投保车损险和第三者
责任险，导致后方车辆 4 万多
元的维修费用需要她自掏腰
包，彭某芬心态因此极不平衡。

12 月 3 日，彭某芬为泄愤
故意捏造事实，使用手机登
录 网 络 论 坛 ，以 网 民“ 嗨 嗨
呦 ”的 身 份 发 帖 诽 谤 交 警 。
彭 某 芬 对 自 己 随 意 捏 造 事
实、诽谤交警的行为后悔不
已。目前，彭某芬被武进分
局处行政拘留 3 日。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
空间是公共空间，绝非法外之
地，公安机关将严格执法、依法
运用法律维护执法尊严，任何
恶意侮辱警察、传播谣言的行
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小波 武公）

发帖诽谤交警被拘3天

本报讯 淘宝卖家声称无货，建
议买家取消订单，可之后竟又提高价
格再次出售。近日，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这位卖家为自己
不诚信的行为付出了赔偿 5.68 万元
的代价。

2017 年 3 月 18 日，我市市民周
先生在从事酒类销售的一家网店下
单购买了两坛 53°5 升装珍藏版茅
台酒，总价 28400 元，并于当天支付
了全部款项。购买当天，周先生与该

网店就何时发货进行了反复沟通与确
认。经过了 20 天的漫长等待，当年 4
月 6 日，网店竟明确告知周先生，所购
商品已无货，建议取消订单。双方协商
后，当年 4 月 10 日，周先生取消了订
单。可几天后，周先生发现，该网店竟
调高了价格，继续在网上销售这款酒。
这下，周先生认为，他是在网店称无货
且今后也不会再销售该款产品的情况
下才取消订单的，网店的行为已构成欺
诈，应按商品价款的三倍赔偿损失。多

次协商未果后，周先生将该网店告上了
法庭。

一审、二审法院审理均认为，该网店
明知无货却在网页上显示有货，并正常
销售涉案 53°5 升装珍藏版茅台酒，与
周先生形成买卖合同，周先生依约足额
支付购货款，其后，该网店一直未发货，
该情形与该网店作出 24 小时发货的承
诺不符，网店上述行为误导周先生进行
消费，已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结合周先生的诉请，近日，常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该网店向周
先生支付赔偿款56800元。

（孙海萍 常中院 庄奕）

声称无货要求买家退款 过后加价销售被判欺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