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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毗 陵陵 ·· 暖事暖事
本报讯 “常州有报道好人好事

的地方吗？几位警察认真的态度值得
点赞！”7 月 17 日，本地网络论坛上出
现了一则标题为“请为几位武进鸣凰
警察点赞！冒雨从早上找到中午，终
于找到老人的所在地”的帖子，有网友
跟帖评论：“一心为民，必须点赞。”帖
子上称，有一位90岁孤老因为迷路回
不了家，几名警察冒雨连续帮他找了
两天，终于将老人送回了家。

“这是派出所接处警中再平常不
过的事嘛！”昨天，听说有人发帖点赞，
当天处警的鸣凰派出所民警戚海鹏笑
着说。他回忆，7月16日晚9点多，淹
城景区附近有一位迷路老人，巡逻交
警将其送至派出所。从老人随身携带
的身份证得知，老人姓蔡，已经 92 岁
了。蔡大爷说他住在“丰乐公寓26幢
11楼”。

“当时跟蔡大爷交流后，感觉老人
思维表达还是很清晰的。”戚海鹏以为
自己很快就能把蔡大爷送回家。可事
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到了丰乐
公寓小区，戚海鹏发现，该小区26幢一

共只有5层，根本没有11层，整个小区
也没有11层以上的居民楼。戚海鹏知
道蔡大爷肯定记错地方了。天时不时
地下着雨，戚海鹏带着蔡大爷在小区
里边聊边转悠，希望老人能想起点什
么，但看着小区居民楼窗户口逐渐熄
灭的灯光，蔡大爷有些不知所措了。

戚海鹏安慰着老人，又联系所里
通过警务平台系统查询，最终联系上
了蔡大爷的一个侄子。对方称蔡大爷
应该住在天禄广场。于是，戚海鹏又
带着蔡大爷去了天禄广场，但蔡大爷
对这个小区没有任何印象。转眼已到
次日凌晨零点30分，考虑到蔡大爷年
纪大身体吃不消，戚海鹏安排蔡大爷
在派出所边上的一家旅馆住了下来。

7月17日上午，暴雨如注。8点半，
有工作安排的戚海鹏将为蔡大爷找家
的事移交给了当天的值班民警陈波。

因为蔡大爷身份证上登记的户籍
地是局前街派出所辖区，陈波想着能
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就联系了蔡大爷
侄子一并到局前街派出所会合。通过
查询发现，蔡大爷身份证上登记的户
籍地是很早以前的，一直没有更改过
住址，线索再一次中断。通过与蔡大
爷侄子沟通，陈波了解到，蔡大爷是独
居老人，没有结婚生子，侄子那里也不

愿意去。在外住了一晚，蔡大爷执意要
回“丰乐公寓”。

考虑到白天在小区兴许能碰到熟
人，陈波便将蔡大爷带到了丰乐公寓，可
小区里的人都说没见过蔡大爷。“肯定是
他记忆产生偏差了。”陈波于是耐心地与
蔡大爷聊，希望能聊到点有用的。终于，
蔡大爷说，他家里还有个保姆，是个老朋

友介绍来的。陈波立即查寻到蔡大爷的
这个老朋友，通过他联系上了蔡大爷的
保姆万女士。

经核实，蔡大爷住在府北新村。陈
波立即将蔡大爷安全送回了家。据万女
士说，蔡大爷搬到府北新村才两天，对周
围路况不熟悉，出门竟迷了路。

（小波 武公图文报道）

居民论坛发帖表扬民警

民警：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嘛！ 本报讯 将豪车送去清洗，洗
后车身竟出现了多道“伤痕”，双方
为此闹上了法庭。近日，经诉调对
接，溧阳消协化解了这一纠纷。

去年 9 月，王某将自己的保时
捷卡宴汽车开到溧阳当地一汽车美
容服务部进行精洗。精洗过后，王
某发现，汽车车身竟出现多道伤痕，
遂向经营者刘某反映。刘某查看后
解释说，是汽车所贴隐形车衣存在
质量问题，与洗车无关。

王某随即将车开至 4S 店。经
4S 店员工勘验，得出的结论是：洗
车高压水枪使用不当，导致车辆出
现损伤，非隐形车衣质量问题。王
某遂折回车行，与刘某进行赔偿讨
论。可双方各执己见，协商无果，报
警处理也没有妥善解决。

之后，王某诉至溧阳人民法
院。法院经审理后，一审判决受损

车辆由该汽车美容服务部免费修
复。王某不服，上诉至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中院受理后，依据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常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签订
的《消费维权联合护航合作协议》，
转交溧阳消费者协会调解处理。

经溧阳市消费者协会人民调
解委员会溧城调解工作室调解员
耐心细致地沟通调解，7 月 16 日，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经营者
一次性补偿消费者洗车次数卡 3
张，价值 3060 元，消费者撤回上诉
请求。

该案是《协议》签订后的诉调对
接第一案，它的成功调解，有效整合
了资源，从源头上化解了消费纠纷，
有力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李民 庄奕）

洗车洗出“伤痕”
诉调化解上诉

本报讯 房屋拆迁，租户有权获
得补偿吗？不久前，因为一套拆迁房，
房主和租户产生了纠纷，并为此闹上
了法院。近日，武进法院作出判决，房
主支付租户装修损失补偿、搬迁费、临
时安置补偿、停业损失的补偿等合计
34万余元。

丁某与某百货公司签订了《资产租
赁协议书》，约定百货公司将其所有的
一处商业楼出租给丁某经营家具，租赁
期限为3年；租赁期间，如因政府决定，
需对本协议所涉租物拆迁等，则双方同
意自百货公司通知丁某时本协议终止，
丁某对租赁物的装饰装修产生的费用，
百货公司不承担任何补偿责任。

去年 5 月，案涉租赁房屋被征收
拆迁。百货公司书面通知丁某终止履

行双方签订的资产租赁协议，要求丁
某搬出并交还租赁房屋。丁某同意搬
出交还房屋，但要求百货公司赔偿其
装修损失、搬迁费、安置补助费、停产
停业损失等共130余万元。但百货公
司认为，丁某并非被征收房屋的所有
权人，根据规定，房屋拆迁补偿只能由
房屋所有权人享有，丁某无权获得补
偿；况且，双方在合同中也明确约定了
因政府征收行为导致合同解除所造成
的损失，百货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根据双方《资
产租赁协议书》约定，丁某对租赁物的
装饰装修所产生的费用，百货公司不
承担任何补偿责任，但因拆迁方给予
的相应装饰装修补偿应归承租人享
有。所以，丁某有权获得百货公司实

际取得的装修损失补偿。丁某作为被拆
迁房屋的承租人，其系房屋的实际使用
者，虽然他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但
在百货公司及拆迁部门在拆迁未对其临
时安置的情况下，其作为实际使用者有
权获得百货公司实际取得的拆迁补偿款
中的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用及停产停业
损失的补偿。

据此，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根据原《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的规定，房屋的承租人是拆迁过
程中具有独立资格的主体，承租人可以
要求拆迁主体支付搬迁补助费、停产停
业损失等。如果拆迁人避开承租人，与
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过程中未
涉及该部分款项，承租人有权直接向其
主张权利。 （小波 庄园）

房屋拆迁，装修补偿归装修租户享有

本报讯 溧阳网友“平陵一哥”近
日在本地网络论坛发帖，称距江苏中
关村沧屿桥西约三四十米北侧河畔的
河水中，突然泛起乌黑液体，迅速染黑
了附近的水面，请环保部门赶快到现
场调查处置。

溧阳生态环境局了解这一情况
后，立即指派环境执法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对沧屿桥西侧北岸排放黑色污
水情况进行现场初步调查。工作人员
到达现场时，这个排口还在排水，但排
出来的水的颜色已经是正常的了。经
源头排查发现，该排口上游为雨水管
网，在上游雨水管网一窨井处有一溢
流口，溢流坝为东西向，溢流坝北侧的
水溢过溢流坝进入南侧雨水系统，最
终进入河道。

导致排口排出黑水的原因主要是，
连日暴雨，市政雨水管网底部生活污水
发酵沉积的污泥，在下雨期间被长时间
冲刷松动后，雨水、污水一下子冲出来，
通过排口混合流入了河道。同时，因该
区域地理位置及服务业和居民住宅混
合等原因，导致雨污分流较难实现。江
苏中关村在雨污分流改造期间采取了
污水截留的方式收集该区域的污水，也
就是说在平时或小雨期间，所有该区域
的污水雨水全部收集至污水管网送到
该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但是雨量大
到一定程度，超过该区域的污水管网输
送能力时，上游污水管网内的污水将溢
入市政雨水管网后排入河道。

随后，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水利部
门开展了联合执法调查。经进一步排

查，未发现有企业的污水直接接入该排
口并通过该排口偷排污水。生态环境部
门还招募了家住沧屿桥附近的环保志愿
者，对该区域进行 24 小时监控、采样拍
照、做好记录。水利部门也表示，将抓紧
时间对该处雨水分流管网进行清淤，加速
水流流通，同时从上游进行雨污分流管道
改造，并加高该处河边挡墙，防止地面污
水因暴雨直接排入河道，以减少由于暴雨
带来的雨污混合流入河道的概率。

下一步，溧阳生态环境局将把该情
况向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相关部门
进行反馈，请江苏中关村环保部门采取
有效措施，尽可能降低污水管网内积水
液面，减少污水入河现象，条件成熟时
推进管网升级改造，全面进行雨污分流
改造。 （小波 史珂）

连日暴雨，导致雨污水一下子冲出来

河水为何泛起乌黑液体？

本报讯 邻里纠纷往往是由于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不够，相
互 间 缺 乏 谅 解 礼 让 而 产 生 的 摩
擦。近日，钟楼区五星街道调委会
调解了一起因邻居乱堆杂物引发
的纠纷。

几天前，家住五星街道一社区
的居民周某气冲冲地跑到社区投
诉，说她家门口一片狼藉，“肇事者”
就是隔壁邻居李某，故意推倒了她
堆放整齐的闲置物品，希望社区为
其调解。

社区调解员赶到现场，正如周
某反映的那样，其家门口垃圾乱
成一堆。李某看见社区调解员，
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李某说，
周某把不用的闲置砖瓦、木料、花
盆等堆放在他家东墙边，长年以
来越堆越高，不光影响居住环境，
还造成野猫顺势爬到他家的屋顶
上乱踩乱跑，影响家人午休不说，
还破坏了瓦片。他与周某沟通过
几次，没有效果后才忍无可忍推

倒了这堆杂物。李某这边还未说
完，周家儿媳就跳出来与李某妻
子大吵起来，李某妻子手中拿着
棍子，气氛紧张凝重。

社区调解员拦在两人中间并竭
力喝斥，经过努力拦阻，双方情绪有
所缓和。调解员顺势把周某儿媳拉
回家，与其一家人单独沟通，耐心劝
说。小区里公共场所乱堆杂物会影
响居住环境，闲置物品长期不用也
成了无用垃圾，不如趁这次清理干
净。考虑到周某夫妇年事已高，社
区还表示让保洁公司前来帮助清
理，希望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环境，
周某一家连连点头。之后，调解员
又来到李某家做工作，要求李某多
为周某夫妇着想，以说服劝导为主，
不能有冲动过击行为，以免小事酿
大，得不偿失。

最后，两家在社区的协调下避
免了一场危机，双方当事人也在社
区的劝导下恢复正常邻里关系。

（盛芸 杨亚娟 庄奕）

乱堆杂物起纠纷
社区调解化矛盾

本报讯 随着全市各行各业复工复
产，少数工程为追赶进度竟冒险违规。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经
开区大队在公路巡查过程中，就发现了
这样一件事。

7 月 21 日，经开区大队执法队员在
232 省道巡查中，发现 K325+500M 右
侧路段绿化带内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执
法人员随即要求现场停止施工作业，并
联系了涉事公司工程负责人到现场进行
勘验、调查。

经了解，涉事公司工程负责人承认该
施工项目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目前
还未获得市交通部门的许可。执法人员遂
依据《公路法》对涉事单位实施行政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经开区执法大队刚
刚成立 5 天，此次处罚也是开出的首张
路政罚单。 （童华岗 李鑫 杨鑫）

绿化带内无手续施工
经开区一公司被处罚

本报讯 买了内衣试穿后发现
质量有问题，前去退货时，老板娘硬
是少退了 4 元，结果引发纠纷。报
警后，老板娘称“就算把钱捐了，我
也不赔给你”。调解的最终结果是：
老板娘捐款245元用于社区建设。

近日，市民邵女士在兰陵某商
铺内花69元买了件内衣，回家试穿
后发现质量有问题，遂拿着内衣去
退货。但老板娘孙某只肯退65元，
还有 4元硬是不肯给了。邵女士气
愤地表示，内衣有质量问题得全额
退款。孙某一句话却让其吃了瘪：

“内衣不试穿，你怎么知道有质量问
题？你肯定是穿过了的，给你退就
不错了，还想退全款？”邵女士见理
论不成，一时气急，便准备拿走摊位
上的一条内裤。孙某见状，上前一
把揪住邵女士的头发，两人就此发
生摩擦。

见势不妙，邵女士立即打 110
报警。兰陵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时，邵女士和孙某都挂了“彩”，但双
方仍不依不饶地打着嘴仗。民警将
两人带回所里进行调解，并分别对
她们的不恰当行为开展批评教育，
两人均同意不追究对方的责任。

眼看事情即将解决，邵女士
突然提出要孙某给她 100 元医疗
赔 偿 ，这 个 要 求 让“ 战 火 ”重 燃 。
孙 某 撂 下“ 狠 话 ”：“ 想 让 我 赔 你
100 元，做梦！就算把钱捐了，我
也不赔给你！”没想到邵女士拍手
叫好，表示自己不要赔偿了，就要
孙某捐款。

最终，孙某将身上的零钱全部
掏出，向兰陵街道浦陵社区捐款
245 元，以支持社区建设发展。至
此，买卖双方的纠纷彻底了结。

（莫国强 何嫄）

4元差价引纠纷
捐款社区事情了

本报讯 要回租出去 20 多年
的土地后，发现承包方没有按约定
清理遗留的树根，双方为此闹上了
法庭。由于双方是同村村民，年龄
较大，矛盾较深，法官冒雨到田间进
行调解，最终双方和解。

近日，武进法院执行局法官顶
风冒雨，在一位80多岁老人的带领
下，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听他介
绍不远处的一块地。

原来，原告张某与被告王某土
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中，王某租
用张某承包田 20 余年，现如今，张
某起诉收回自己的承包田。经法院
调解，确定王某清理租用的承包田，
并将该承包田返还张某；如王某未
能按时清理，则需另行承担违约金
2 万元。之后，张某发现王某未能
按调解书要求清理承包田内的所有
树根，仍有较多较大的树根留存，使
其无法在该田种植作物。张某遂向
法院申请执行，要求王某承担违约
金 2 万元，代替用作涉案田块的清
除树根和还耕费用开支。

承办法官在执行中了解到，原
被告双方系同一小组村民，且年龄

都较大，矛盾较深。而王某认为他
已经将所有树根清除，承包田也返
还给了张某，不存在违约情况，不应
支付违约金。

为了解承包田的实际情况，承
办法官陈建冒雨前往该承包田，现
场查看树根清理情况，并与村委网
格员一起协同调解。调解中，双方
各执己见，互相指责对方，矛盾一度
不可调和。最后，在承办法官和网
格员的耐心协调下，双方同意由张
某对承包田内的杂草清除干净后，
再用大型拖拉机进场作业、清除树
根，总费用 320 元中，王某承担 200
元，张某撤回执行申请。

（小波 庄园）

土地承包到期，地里遗留较多树根引发矛盾

法官冒雨田间调解

本报讯 近 日 ，新 北 区 河 海 派 出
所 查 处 一 起 销 售 假 酒 案 ，短 短 一 年
内，犯罪嫌疑人通过售卖五粮液、茅
台等多种知名品牌假酒，牟取了 23 万
元纯利润。目前，2 名涉案嫌疑人已
被取保候审。

去年底，市民任某需要购买一大批好
酒，朋友赵某恰好做酒的生意，任某遂在赵
某处以800元一瓶的价格陆续购买了20
多箱52°五粮液。在半年内，任某陆续喝
了10多瓶，期间没有发现异样。后在一次
聚会时，一名业务员品尝过酒后，委婉地向
任某表示，其购买的酒可能有些问题。任
某当即对这批酒产生了怀疑。

为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带着一箱从
赵某处买来的五粮液到常州糖烟酒公司
进行检验。经检测，这箱酒全部都是假
酒。任某当即报警，要求赵某赔偿其全
部损失。

民警立即对赵某展开调查，赵某
称，任某找其 买 酒 的 时 候 ，他 那 并 没
有货，就从朋友谢某处采购了五粮液
转 手 卖 给 任 某 。 民 警 顺 着 赵 某 给 的
线索找到了谢某的店面，在其店内发
现 了 五 粮 液 、茅 台 等 多 种 假 酒 。 而
且，谢某店里的酒零售可以“还价”，
一般会比市场价便宜 10 到 20 元，民
警当即将谢某及其同事王某抓获。

面对询问，谢某承认其原为某酒
业销售员，工作期间认识了不少大客
户，遂突发奇想自己开了一家店面。
起初，谢某贩卖的也是正规酒，但为了
获得更高的利润，2019 年 4 月开始，他
逐步售卖知名品牌假酒，并以高于成
本价 3 到 4 倍的价钱卖出。为了吸引
顾客，谢某谎称自己有外地销售渠道，
正品名酒也可便宜些卖。为了省这 10
元、20 元，不少人都会光顾谢某的生
意。就这样，短短一年，谢某就牟取了
23 万元纯利润，且一直都没被发现。

近日，谢某与王某被新北警方取保
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童华岗 谢锋 姚好）

卖假酒一年牟利23万元
两售假者被取保候审 7月22日，红梅街道聚博社区邀请青少年在米诺瓦翠竹校区开展“书签传廉意·清风伴我行”廉洁书签DIY活动。围绕“廉

洁、诚实、守信”，制作书签并配以廉政格言警句，以培养青少年的廉洁意识，推动廉洁文化进家庭。 丁艳 蒋博庆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