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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给我们每家每户都装了智
能烟感报警器，配了灭火器材，还开辟
出公共阳台和公共厨房，既宽敞又干
净，这样的房子住着安心也舒心。”说
起租住的位于新北区龙虎塘南街 31
号的群租房，来自徐州的张雪萍笑得
合不拢嘴。

南街是未拆迁的老街区，典型
的“城中村”。由于租金低廉且外来
人口流量较大，许多老房子被改造
成群租房，电路私拉乱接、燃气私自
改 动、杂 物 堵 塞 消 防 通 道 ，乱 象 丛
生。随着企业逐步复产复工，外来
人员回流南街，龙虎塘派出所将南
街作为重点整治部位，规范做好“后
疫情”时期群租房管理和问题隐患
整治，摸索出“十二条军规”，在全街
道范围推广，进一步筑牢了群租房
安全管理的防线。

要管好群租房，首先要摸清底

数。4 月份以来，龙虎塘派出所由社
区民警牵头，带领社区网格员走访摸
排，确保不漏房、不漏人。至今，该所
已摸排群租房90余户，登记房屋承租

人信息800多人。
龙虎塘派出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十

二条军规”由 3 条禁令和 9 条硬性规定
组成。3条禁令是3个“一律不得出租”，

即违章建筑一律不得出租、重大安全隐
患房屋一律不得出租、整改不到位房屋
一律不得出租。9 条硬性规定是：必须
按照规定连接电线、必须安装智能烟感
系统、必须安装公共区域监控、必须配备
灭火器、不得使用罐装液化气、不得随意
改变房屋结构和使用性质、不得在室内
给电动车充电、不得使用大功率电器、不
得堵塞消防通道。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龙虎塘派出所
已依法处罚 21 个房屋出租人。今年 4
月21日上午，该所民警在对南街一群租
房进行检查时，发现房东周某擅自改变
房屋结构。民警当场责令整改，要求其
恢复原状，并将相关情况抄告住建部门，
由住建部门对周某进行处罚。

奖罚分明，让房东们获益良多。“自
从我的房子整改以后，租客们都说好，他
们出去一推荐，剩下几间屋不到一个月
就都租出去了，我心里也特别高兴。”看
着整治过后堪比民宿的房子，房东居国
兴激动无比。

目前，龙虎塘街道群租房整治工作
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童华岗 巢云杰 姚好图文报道

2个多月21名房东受处罚
龙虎塘给群租房定“十二条军规”

本报讯 “真要谢谢那位师傅，要不
是他，我妈妈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了！”
7 月 12 日晚 6 点多，我市 96196 交通服
务热线接到市民袁女士的来电，表扬吉
达出租汽车公司车牌为苏 D/7500X 驾
驶员的热心相助。

袁女士说，6 月 22 日，她父亲在家
中摔倒，她母亲通过96196热线召车，刚
好在附近的苏 D/7500X 驾驶员李爱东
接了单。袁女士的父母住在金玉苑小区
4 楼，母亲一人无法搀扶父亲下楼。李
爱东得知后，主动上楼帮忙搀扶并送两
位老人到市一院，送到医院后还不肯收
费，在袁女士家人的坚持下才收取了车
费。袁女士说，她父母年事已高，当时家
中又无其他人，如果不是李爱东主动伸
出援手，真不知父母何时才能到医院。

李爱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只是
做了该做的事，不需要表扬。

（童华岗 余旭娇）

老人家中摔倒
的哥热情相帮

本报讯 近日，兰陵派出所接到
辖区一浴场经理报警，称店里来了一
名不速之客，洗浴、推背、足疗、按摩
外加包厢、美食套餐，消费账单越来
越长，被催结账时却装聋作哑。警方
到场后发现，该男子张某近期屡吃

“霸王餐”。
案发前一日，张某来到浴场，除正

常洗浴外，还把推背、足疗、按摩等服
务叫了个遍，并开着包厢消费了美食
套餐等项目。直到凌晨，呆满10个小
时的张某还一点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工作人员心中存疑，忍不住前去提醒，
张某却表示：自己还不打算走，要加时
包夜，至于钱，有着呢，放心！工作人
员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第二天，眼
看张某消费的账单越来越长，经理坐
不住了，询问张某可否先把部分项目

的单买了。不料，张某开始了他的“表
演”——装睡。在工作人员的再三“呼
唤”下，张某才慢悠悠地掏出一张信用
卡，可该信用卡里根本没有额度。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张某仍然装聋作哑，随后承认：身
上没钱，就是来享受的。为进一步核
实情况，民警将张某带回所内。通过
查询，民警发现，张某从 5 月至今，已
有多起吃饭、洗浴、上网等不付钱的类
似警情。

经审讯，张某交代，父母在其幼年
时离婚，他跟随母亲生活。但母亲很
快再婚后就不再管他，母亲与继父生
下妹妹后就彻底放弃了他。由于学历
低、年龄小，张某只能从事没有技术含
量的工作，但大都时间不长。

今年 4 月，张某辗转来到常州一

工地打工，因工时长、强度高，才干了
不到一个月，张某就觉得太辛苦，拿
着 4000 元工资就辞职了。此后，他
整天泡网吧，很快就坐吃山空了。生
计成了问题后，张某想到了耍无赖。
面对他的无赖，一些好说话的老板只
能对他教育后不了了之。哪知，别人
的善良，在张某眼里俨然成了“求生
之道”，尝到甜头的他故意挑选大型
浴场和高端娱乐场所多次消费、享
受，结果都靠耍赖蒙混了事。张某还
从多次“赖账”中得出经验：遇到好说
话的商家，赖赖就过去了；遇到难说
话的商家，就打个欠条什么的应付了
事，反正也找不到他。

目前，张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
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莫国强 何嫄）

小伙屡吃“霸王餐”
最后刑拘“包吃住”

本报讯 一女子一时想不开，
吞食药物后走入一片芦苇荡，搜救
人员寻找 4 小时无果后，向消防人
员求助。消防员启用无人机，通过
红外热成像相机，5 分钟后就找到
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子。经救治，
女子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7 月 14 日晚 9 点 08 分，119 指
挥中心接到求助，称需要消防无人
机协助在金坛区兴南路与丰田路交
叉口附近的芦苇荡中寻找一被困女
子。南环路消防救援站立即派员赶
赴现场。报警人称，该女子在下午4
点 50 分携带药品走进这片芦苇荡
后消失。这片芦苇荡约 0.2 平方公
里，且该女子服食药物后可能陷入

昏迷，无法应答，给救援增加了难度。
警方在这片区域持续搜救了4小时无
果后，决定向消防部门求助。

当晚 9 点 30 分，消防员飞手起飞
无人机开始搜救，开启无人机挂载的
红外热成像相机后，显示屏上的图像
切换为红外热成像，深浅不一的红紫
色块反映了不同区域的温度分布。因
为夜间地面温度较低，与人体散发的
热量形成鲜明对比，大约5分钟后，飞
手在屏幕中发现一处红点，切换到视
频图像后，清晰地看到有一个人躺在
芦苇荡里。警方迅速根据定位找到了
该女子，此时，女子尚有生命迹象。

经及时送医救治，目前，女子已脱
离生命危险。 （芮伟芬 肖轩）

女子被困芦苇荡，4小时搜救无果——

无人机开“夜眼” 5分钟就找到

本报讯 半夜看到路边有辆汽
车没熄火，车上也没人，男子张某动
起了歪心思，把车开走了。没想到，
没开多远，汽车就断油了，张某便又
偷了一辆山地车“代步”，最后在附
近拉车门偷东西时被抓。

6 月 20 日清晨，魏村派出所接
到市民报警，称他抓到一个正在他
车里偷东西的小偷。民警到现场
后，抓获了嫌疑人张某。本以为张
某只是个拉车门盗窃的小蟊贼，哪
知审问后，发现张某竟是个流窜各
地行窃的惯犯，数小时前还偷了一
辆汽车。

据张某交代，他曾在浙江、镇江

多地多次犯案，采取拉车门、入室盗窃
等各种手段，窃取了手机、香烟、现金
等财物。因为怨恨自己一直偷东西，
他也曾想改邪归正，为此还剁了自己
的小拇指。当他坐公交车从镇江到常
州游玩时，发现一辆汽车没熄火，没忍
住又“顺”了这辆车。开到魏村附近，
车没油了，张某又溜进魏村某小区，偷
了一辆山地车，想骑回镇江后喊拖车
来把汽车拖回去。当他骑车出小区，
看到马路两旁停满了汽车时，旧病复
发，开始沿路拉车门，拉了很久，终于拉
开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车门，正当他钻入
车内找财物时，被车主发现，将他抓了
个现行。 （童华岗 丁文平 姚好）

为戒偷剁小指 旧病复发落网

本报讯 7月8日，常州铁路警
方接到南广场一家拉面店老板铁某
的报警，称他睡觉时，放在枕头边上
的一部OPPO手机不翼而飞了。

民警调取监控发现，7月8日凌
晨 1 点 40 分，一名身着黑 T 恤的男
子骑着共享自行车到拉面店后面的
宿舍，过了一会儿，男子从房间出
来，进了隔壁一家宾馆。凌晨 4 点
多，铁某起床上厕所时，发现手机不
见了，随即报警。

民警随后通过宾馆找到可疑男
子的身份信息。经查，男子姓高，

29 岁，有多次盗窃前科，今年 2 月刚
刑满释放，目前在苏州一家工厂工
作。7 月 11 日，民警在苏州将其抓
获。高某表示，案发前，他喝了5、6瓶
啤酒，之后骑着共享单车到处闲逛，看
到有一个房间的门开着，一张床上两
人在睡觉，床头还有部手机，就将手机

“顺”走了。之后，在隔壁宾馆开了个
房间睡觉，5 点多起床回了苏州。到
苏州没多久，他就将价值近2000元的
手机以370元的价格卖给了手机店。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童华岗 徐蕴涵）

在常偷手机 苏州落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