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0日 星期四
社会新闻部主办 主编：王益芳 组版:胡敏 校对:徐曦 A3常州新闻 社会·现场

出入口“简配”、公共设施年久失
修、机动车天天“抢车位”、公共部位被
占用⋯⋯提起安置房小区，人们往往
会打上这些标签。和新建商品房小区
每平方米两三元的高昂物业费相比，
物业费极低甚至不收的安置房小区，
似乎成了小区规范化管理的“弃儿”，
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不断。但
是，今年 7 月以来，西林街道 4 个安置
房小区的居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小
区“脱胎换骨”了！

设施“提档升级”

8 月初，家住华林家园二期的沈
先生感觉小区开始变样了：原本堆满
杂物、垃圾的非机动车地库“敞亮”了；
整修一新的小区大门，比一路之隔的
新建商品房小区都“气派”；小区里的
破损路面一一修复、标志标线划得清
清楚楚，就连不少侧石也更换一新。

这一切，都要从西林街道“百日攻
坚补短板”专项行动说起。常州西林
典汇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汇物
业”）负责人凌峰告诉记者，公司负责
的华林家园一期和二期、西林家园和
东岱家园 4 个小区，从 8 月 4 日起，基
础设施全部实施提档升级。

8 月 18 日上午，记者在华林家园
二期、西林家园采访时看到，小区环境
优美，和不少安置房小区有着天壤之
别。西林的安置房小区交付最早的已
有10年，道路坑洼、侧石普遍残缺，居
民出行不便。这次，典汇物业对 4 个
小区的200多处破损道路全部进行修
复，更新侧石 60 米、美化 715 米。“现
在回家，一进小区大门，感觉就不一
样，心情舒畅。”沈先生说。

楼道、车库“排毒素”

安置房小区居住的大都是拆迁安
置户，外来房客也不少。安置户搬迁新
居时，原来的旧家具、日用品、农具不愿
扔掉，全部带到小区。于是，楼道、非机
动车库、转角的空地，哪里能放就堆哪
里，不仅导致消防通道被堵塞，也很不
美观。对此，凌峰专门召开各园区主任
会议，研究部署清理整治方案，提出“保
楼道畅通、保楼道清洁、保地面无污渍”
三保方案，为安置房小区“排毒”。

以华林家园二期为例，物业工作人
员、保安、保洁30多人投入行动，服务
处每天只留一个人值班。前期，工作人
员到每个单元张贴告知书，用喇叭在小
区喊话宣传，提醒业主处理楼道、车库
杂物。8月4日起，开始向楼道陈年垃
圾和车库乱堆放“宣战”。对于少数不
理解、不配合的居民，服务处主任姜慕
娟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把

乱堆放造成的后果一点点讲给他们听：发
生火灾无法逃生，有病人担架下不了楼，
梅雨季还会发臭出虫⋯⋯

“堡垒”最终被一个个攻破。8 月 4
日至今，西林街道 4 个安置房小区清理
掉乱堆放杂物272车，清理乱涂写、乱张
贴2106处。

车辆管理“上规矩”

车辆管理一直是小区规范化管理的
老大难问题，尤其是安置房小区。未拆
迁时，汽车都停在自家农房门前，入住小
区后，部分业主不习惯、不理解，把车停
在主干道上、草坪上、消防通道上，见缝

插针地乱停。
对此，典汇物业负责人多次深入 4

个安置房小区看现场、想办法、出点子，
提出了确保主干道双向畅通的方案。他
们投入 3 万余元添置隔离护栏，对华林
家园二期主干道进行双向分离，在草坪
四周安装金属警示桩。在西林家园小区
安装了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安装道路隔
离护栏 123 米，要求有车位的车主停入
车位，尚未办理的车辆靠右侧有序停放
在划线车位内。

凌峰告诉记者，下一步，西林街道 4
个安置房小区将以“百日攻坚”为起点，
落实精细化管理措施，确保整治效果不
反弹。 童华岗 徐建坤图文报道

排出“毒素”一身轻

安置房小区“脱胎换骨”记

本报讯 “我最喜欢《皮皮鲁和
419 宗罪》这本书了，可以跟着文字
和漫画做一次小侦探，让我们知道什
么是犯法、怎样保护自己的生命安
全，真的有趣又实用呢！”五年级小学
生小栋开心地举着书向检察官姐姐
们说。这是 9 月 5 日，金坛区人民检

察院团支部组织干警走进华苑社区
网格时的一幕。

为迎接开学季的到来，金坛区检
察院团支部在全院发起“悦读世界 点
亮梦想”公益捐书活动，共募得各类书
籍60余本。当天，检察官们不仅为社
区儿童送上这些公益募得的书本和

“开学文具大礼包”，还为他们上了一堂
主题为“校园美好 珍惜情谊——预防校
园欺凌”的法治课，为网格内儿童营造更
好的健康成长环境，让更多孩子读好书、
守好法，让“检察+网格”真正实现“公
益+共赢”。
（冯玉 王佳敏 李佳洋 何嫄图文报道）

检察官进网格 捐书送法防欺凌

本报讯 抱着“抄袭研讨会上的
文章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浙江一
高校研究生贾某将他人的论文抄袭
后，发表在报纸上。近日，经武进法院
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停止侵权，贾某赔偿原告小王
4000元。更遗憾的是，贾某因此延期
毕业，也失去了心仪单位的就业机会。

小王是常州某高校法学专业研
究生。2019 年 4 月，他撰写的有关
电子发票的文章在某学术研讨会中
获奖，并被收录在研讨会的论文集
中。同年 8 月，小王在某学术平台
上搜索时，惊愕地发现，自己关于电
子发票的文章被全文发表在某报纸
上，作者竟然变成了“贾某”。为维
护自己的著作权，小王将侵权作者
贾某、某报纸以及相关平台一并起
诉至武进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
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官调查了解到，贾某是浙江
某高校研究生，与小王属同一研究
领域。为完成学校所要求的研究生
学业任务，贾某抱着“抄袭研讨会上
的文章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全

文抄袭了小王的论文并公开发表。
经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达

成了上述调解协议。事后，贾某因此
事被取消奖学金并延期毕业。而且，
他本来已经与心仪的企业签订了就
业合同，因为延期毕业而不得不面临
合同取消、延期就业的后果。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公众在进
行文学艺术创作亦或是撰写论文
时，如因需要参考他人作品时，必须
依法正确、合理引用他人已发表的作
品，否则极易引发诉讼，构成著作权
侵权。学术论文抄袭行为属于著作
权侵权行为，其维权方式与其他著作
权维权方式并无不同。在实践中，考
虑到诉讼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著作权
人多采用向侵权人单位投诉举报、向
媒体曝光等方式进行维权，很少有人
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刊登侵权
论文的平台在收到诉讼材料后，第
一时间将文章下架，贾某所在学校
很快对贾某进行了处分，体现了当
前社会各界对学术造假的“零容
忍”。 （小波 赵肖易）

论文抄袭，研究生付出沉重代价

本报讯 近日，金坛法院在审
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时，发现原告李某向法院提交虚
假证据，并作虚假陈述。因其扰乱
司法秩序，法院依法对李某处以
2000元罚款。

李某在与被告倪某、某保险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中，向法院提交了金坛某服装厂出
具的收入证明、雇佣合同及该厂营
业执照，来证明其在该服装厂上班，
主张误工费 12000 元。但第一次
庭审时，保险公司就辩称，事故发生
后，他们曾走访李某及其邻居，均陈
述李某在家干杂活，与其提供的证
据不符，且李某已年满 60 周岁，远
超出退休年龄，对其提供的证据及
误工费均不认可。

为查明事实真相，法官带领办
案团队到该服装厂及李某居住地进

行实地调查。服装厂负责人表示，
李某没有在厂里上过班，李某的邻
居也表示李某在事故发生前没有上
过班，一直在村里居住。

第二次庭审时，李某起初还试
图解释是在另一家服装厂上班，但
在法官当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调查
笔录后，李某对其伪造证据的事实
供认不讳。鉴于李某在诉讼中伪造
重要证据的行为严重妨碍了民事诉
讼活动，法院对李某作出罚款2000
元的决定。

法官表示，交通事故的伤者一
向被视为弱势群体，法院以公正司
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伤者应正
确行使自身权利。提供虚假证据，
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妨碍
了民事诉讼，浪费了司法资源，理应
受到相应处罚。

（王囡囡 凌子齐 何嫄）

提供虚假证据 被罚款2000元

本报讯 打着国家机关的名义
和形象，实则推销商品和服务，一些

“扯虎皮拉大旗”的假公益广告出现
在城市里，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误导
市民，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政府机关的
形象，是对社会公信力的恶意透支。
近日，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茶山分
局查办了一起涉嫌发布违法广告的
案件，发布者被处罚款3万元。

执法人员在文明城市迎检过程
中，发现辖区一餐饮店里张贴有天
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宁区文明
办宣“公益”广告，但上面印有一教
育咨询公司的宣传内容及联系方式
等，还将原本由天宁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设计制作的文明城市迎检公益
宣传贴覆盖住。经查，这些假公益
广告是由辖区一家教育咨询公司在
网上定做并自行张贴的。执法人员
遂对该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尚未张贴的广告 180
张。根据《广告法》规定，责令当事
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处罚款 3
万元。

良好的广告市场秩序需要各方
共同维护。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茶山分局提醒广大商家，加强法律
学习，提高法治意识，依法进行广告
宣传，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
法进行查处。 （张云帆 庄奕）

发布虚假公益广告被罚3万元

近日，金坛公证处的公证员冒着酷暑，上门为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成功
办理了一起放弃遗产继承的公证。几天前，市民王女士到金坛公证处咨询
遗产继承公证相关事项，称其丈夫曹某多年前去世，留下一处房产，她的公
公早已不在人世，80多岁的婆婆行动不便，想要办理放弃遗产继承公证，将
房产直接留给王女士。考虑到老人的实际情况，公证员决定开辟绿色通道，
上门服务。公证员现场审核完全部材料后，已大汗淋漓，仍坚持第一时间为
老人出具了公证书。 江帆 蒋婉娟 何嫄图文报道

近日，经开区横林综合行政执法队员巡查至公园路“好享 7”商铺门口
时，发现破损道板会给老人、儿童带来安全隐患。队员们立即就近买来泥沙
等材料，变身“泥瓦工”，修补路面。 童华岗 任宇萍 任军图文报道

本报讯 25 楼楼顶着火，因是在建
工地，人员一时难以抵近观察。消防人
员启动无人机侦查，快速确定火场状况，
为后续灭火赢得先机。

9 月 5 日晚 11 点 10 分，119 接到报
警，称钟楼区龙江路五星桥东，一处在建
工地楼顶冒烟。外环路消防救援站迅速
到场，发现着火处位于 25 楼楼顶，工地
情况复杂，人员和消防车一时无法靠
近。为快速了解火势，消防人员立即将
无人机升空，飞到火场上方查看。经查，
起火物为脚手架板、木材、围网以及堆放
的杂物，火势较猛，火苗和浓烟不停往外
喷出。

确定着火物性质后，消防员兵分两
路，一组利用 45 米举高喷射消防车喷
水，控制楼顶及外围火势，另一组利用
15 楼的消火栓，沿楼梯铺设水带内攻灭
火。10 余分钟后，明火被扑灭，45 分钟
后，现场全部处置完毕。

（赵怀龙 芮伟芬）

25楼楼顶着火
无人机侦查火情

本报讯 在某餐馆花千元订餐时，
被告知用餐后可送一台扫地机器人，可
餐后被告知暂时缺货。几天后，餐馆竟
然又称，还得付 168 元领了提货单后才
能拿到赠品。近日，市民费先生向金坛
区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投诉，称自己遭
遇强制消费。

费先生称，他在某餐馆花 1000 元
订餐时，被告知用餐后可获赠一台扫
地机器人，餐后，他却被告知扫地机器
人 暂 时 缺 货 ，货 到 后 再 通 知 他 去 领
取。时隔数日，一直没有收到通知的
费先生来到该餐馆再次询问此事，工
作人员竟又改了说法，称需要再支付
168 元才能领取提货单，这 168 元可在
下次用餐时抵扣。费先生认为餐馆存
在强制消费行为，且赠送一事不清不
楚，故而投诉。

金坛区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工作
人 员 受 理 投 诉 后 ，到 商 家 进 行 了 调
查。商家负责人表示，活动确实存在，
但是有额外的要求，需要消费者先支
付 168 元领取提货单，凭提货单领取
赠品；这 168 元支付后将充值到消费
者的会员卡内，消费者可在下次用餐
时消费使用。费先生产生误会，是餐
馆现场工作人员没有解释清楚活动要
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
实情况的权利，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
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
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
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
受任何一项服务。

在弄清来龙去脉后，费先生提出终
止参加活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醒广
大消费者：擦亮双眼，识别商家促销信息
的“含金量”，避免盲目消费。

（唐爱琴 何嫄）

千元订餐可获扫地机器人
商家称还需付费才能提货

毗毗 陵陵 ·· 观察观察

（上接A1版）推出沉浸式小舞台演出，
常州大剧院和凤凰谷大剧院将推出
3000张免费票，更有西太湖国际音乐
节、露营谷灯光秀、恐龙夜公园等夜游
项目。

四是彰显红色文化名城永恒魅力，
沉浸式演出《又见少年阿霜》等将引领
观众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前行力量。

五是创造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全市各书画单位、文艺协会将推出“中
吴书风”学术双年展、萧和人物画展、
溧阳生态摄影展等 39 项高品位书画
艺术展览，常州图书馆“你选书，你阅
读，我买单”升级版——“常图云借”线
上平台将于 9 月 15 日上线，市属国有
文艺院团还将开展精品剧目展演。

六是促进文旅全方位深度融合，推
出淹城研学季、环球旅游节、鲜花采摘节
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文旅活动，让市民百
姓尽享硕果满枝的醉人秋色。

“文化 100”大型惠民行动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
主办，常州日报社、常州广播电视台协办，
是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文化民生品
牌，自2014年创办至今，累计向市民奉献
1600 多项高品质文化活动，服务超 600
万人次。 （常文旅 周茜）

第七届“文化100”大型惠民行动15日启动

（上接 A1 版）此外，还组织全市 30 家
金融机构集中宣传45个“复工复产专
项融资产品”。

为畅通企业融资渠道，该行全面
开展“常融宝行动”，及时向银行推送
优质企业名单，提高银企合作对接效
率。引导银行发挥中小企业金融顾问
团队作用，积极开展线上走访、远程服
务活动，累计对接企业5万多家次、涉
及融资需求超400亿元。

用好政策工具 增加有效供给
今年以来，人行常州中支多措并

举，强化政策资金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并形成政策带动效应。

落实专项再贷款政策。按照“急
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第一时间为
我市南方包装、方圆制药等 4 家国家
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落实信贷资
金 1.15 亿元，企业享受中央财政贴息
后，实际贷款成本低于 1.58%，有力保
障了重点企业生产资金需求。

用好总行专用再贷款再贴现政
策。在市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开辟专

栏，便利企业办理业务。截至目前，全
市累计投放63亿元，使用进度居全省
前列，共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小微企业主2771户，帮助企业节
约贷款利息4655万余元。

6月1日，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
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支持计划两项政策出台。人行常州中
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工作督导，强力推
动政策工具落地见效。6-8月，全市银
行业金融机构共实施阶段性贷款延期偿
付49.93亿元，占同期到期需偿还贷款
本金的30.31%，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
转压力；1-8月，全市新增普惠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40.16亿元，占同期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增量的20.16%，较政策出台前
提高5.27个百分点。

加大资金投放 降低融资成本
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市场主

体，尽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此，我
市银行业对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
暂遇困难的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
1-7 月，共向该类企业新增授信额度

301.9亿元，发放贷款526.93亿元。
为支持外贸企业，人行常州中支开

展了“外贸企业全面帮扶行动”。至8月
末，全市金融机构累计帮扶外贸企业
2450 家，发放贷款 779.65 亿元，提供国
际结算182.5亿美元。

制造业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
关键引擎。1-7月，全市制造业贷款比年
初增加61.03亿元，同比多增6.73亿元。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1-8 月，
全 市 普 惠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比 年 初 增 加
186.93亿元，同比增长26.83%。

此外，我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多
种方式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截至7月
末，全市人民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比年初下降 0.47 个百分点，其中，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比年初下降 0.59 个百分
点。1-7 月，全市金融机构通过下调贷
款利率方式向企业让利 3.27 亿元，通过
减免手续费向企业让利1236万元。

下周起，人行常州中支与常州日报社
携手，为我市企业和银行架起桥梁，在《常
州日报》A2版开设“金融支持·稳企业保
就业”专栏，发布我市银行落实金融支持
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具体举措和成效，提
升企业和社会各界对金融惠企政策的知
晓度，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徐杨

打出稳企业保就业“组合拳”

（上接 A1 版）“由于小园村环境好，
许多年轻人没有离开，这是城中村
少见的。”陈国清说，目前小园村常
住居民有150多户，其中三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家庭不在少数。

在永红街道党工委书记吴一农
看来，城中村智慧化改造是街道实现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除了安全保障、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智慧村庄还能实现资源整合，加强基
层安全管理等。接下来，永红街道将
致力于在更多的村庄推广、建设更多
的“智慧村庄”，让村民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王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