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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54-4

2021
01月04日07:30-14:00停电：10kV

新五线电子园变西486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士林三叶电机、通用自来水、益达利科
技等龙虎塘、三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新科线嫩江变至盛士达C1975
开关至仙龙大队475开关（停电范围：迪泰
科特测控设备、益豪建设、诚联电源股份等
龙虎塘、三井、安家、河海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常连线青松
5229开关至金力光学A1233开关（停电范围：
港晖自行车、秋阳制冷科技、惠明装璜工程等
郑陆、北环、朝阳、青龙等相关地段）；

01 月 08 日 07:30- 12:30 停 电：
10kV创新一线创新配电所:联通公司二
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等安家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厚余线北
高头B1447开关至五巷管家A1460开关
（停电范围：邹区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10kV满墩线卜弋变至观音塘B1644
开关至段庄5295开关（停电范围：佳得顺

热能设备、得盛炉具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2:30-17:30停电：10kV天安二线

天安配电所：联通公司一124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等安家等相
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1月04日08:00-14:00停电：10kV

电子线东方红运输站配变、电子2幢配变、
电子9幢配变、广化里80号配变；

10kV吊桥线吴家场配变；
10kV广配线民丰路南配变、民丰路配变；
01月05日08:00-14:00停电：10kV

关东线铁道居民配变；
01月06日08:00-13:00停电：10kV

增光线120开关支线19号杆至汤庄中学
B1203开关；

08:00-14:00停电：10kV三河线河
口老街支线17号杆后段；

10kV西园线路灯所配变、西园村配
变、102宿舍北配变、102宿舍南配变、西园
村西配变；

01 月 08 日 07:30- 14:30 停电：
10kV济农线安家杨木桥配变；

10kV安石线安家老汽车站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兆丰线东

印7幢配变、东印3幢配变、高家弄配变、
东印4幢配变、解放村委配变、高家弄东配
变、东印1-1幢配变、东印8幢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灵宝线成
王支线12号杆后段。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
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
送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
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
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金坛
区人民法院、溧阳市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上述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taobao.
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1年2月2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展开竞价：

(1)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古楼公路1198弄
152号不动产（建筑面积518.21㎡）

(2)常州市钟楼区荆川里53幢乙单元103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71.71㎡）

(3)常州市新北区富都花苑（北）36幢丙单元
3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79.92㎡）

2、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1月18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0年1月24日10时起
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徐凤华承包的丁庄毛竹园（265省道东
西两侧）的树木（不含毛竹）（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2）常州市金坛区上庄村新建巷7号不动产

（含室内装潢）（建筑面积：162.8㎡）
（3）常州市金坛区圣东福地花苑13幢乙单

元501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25.75㎡）
（4）常州市金坛区华苑一村6-1号不动产

（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2000.53㎡）
（5）常州市金坛区华苑一村6-3号不动产

（含不可移动装潢）（建筑面积：916.54㎡）
（6）武汉市东西湖区环湖路以东、美好愿景

以北升华现代城C1栋1单元17层4室不动产（建
筑面积：178.84㎡）

3、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21
年2月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
开竞价：

（1）溧阳市嘉丰新城一区2幢2-501住宅用
房（建筑面积126.43m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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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2020年12月31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我市存在一批机动车所有人

未按规定办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
报废、转入业务，或其所有的机动
车临界报废、临界检验；一批机动
车驾驶人未按规定办理期满换证、
降级换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驾
驶证审验、满分学习、实习期结束
后接受教育和考试、注销实习期准
驾车型、注销驾驶证、注销校车驾
驶资格业务，或其机动车驾驶证临
界换证、临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交通违法记分临界满分、实习期延
长；现将有关信息予以公告，具体
信息详见“常州市公安局”平安资
讯之公示公告栏目（www.gaj.
changzhou.gov.cn）2020年第二
十二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2月30日

声明作废
86603740

出售转让
某单位位于金

坛区金城镇施家棚
路6号不动产出售
转让，有意向者请
于 2021 年元月 4
日前与高先生联系
13915806096。

注销公告
常州市缇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于2020年12月30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游佳伟
联系电话：18018282881
地址：钟楼区荷花池48号101室
邮编：213000
常州市缇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2月30日

△严子佳遗失00001532
000080202020012593号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展业证，
声明作废。

△ 常 州 市 天 宁 区 同 济 桥 社 区 风 筝 协 会 遗 失
51320402355047350Q号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
声明作废。
△常州晟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3204115087973号
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新北区新桥袁强通讯器材商行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使用。
△江苏阳湖电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王春先银
行印鉴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小区业主张某被派出所传讯后，
才发现自己并非十多天前发生在小区
门口肢体冲突的当事人。调查发现，
向派出所报警的是该小区业委会主任
杨某，杨某还在业主群内对该事件当
事人进行了带有外貌特征的表述。为
此，张某与业委会打起了“名誉权”官
司。近日，钟楼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去年7月22日，家住钟楼某小区
的业主张某突然接到派出所民警的电
话，要求他到派出所就11天前小区门
口两名业主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接受
调查。经调查，张某当天不在场，警方
告知其不会被追究责任。事后，张某
发现，自己被警方传讯，是因为该小区
业委会主任杨某拿着11天前的小区
监控视频向派出所报案。

此事居然持续发酵了。杨某还电话
向张某所在的工作单位投诉，当年8月，张
某被单位纪委领导喊去谈话。当年12月
8日，杨某在小区各楼道单元门上张贴
《告××小区业主书》，内容包含“2019年
7月11日19:36，所谓监督小组中的主要
成员与一位持不同看法的业主发生争执，
竟首先动手殴打业主，惊动了110”。此
外，杨某在业主代表群内贴出了《情况说
明》，对打架事件中先动手者的描述为“92
幢乙单元、戴眼镜、皮肤较白”。

自认为是该小区92幢唯一业主监督
小组成员的张某认为，杨某的《告××小
区业主书》及在业主代表群中发表的言论
直接指向了自己，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钟楼法院。

案件审理时，被告杨某辩称，的确有两

名业主因为投票事宜发生推搡，为配合调
查工作，自己仅仅是把从物业处调取的视
频送至派出所。他还称，因所在小区部分
业主对物业公司及业委会的工作不满意，
自发组织成立了“业主监督小组”，继而把
矛头指向了他，所以，他才会在小区各楼道
单元门张贴《告××小区业主书》提醒小区
群众注意，其中并未提及原告张某，《情况
说明》则由物业公司出具，自己没有针对其
发表不当言论和侮辱人格及诽谤的文字。

法院审理认为，因《情况说明》中的
“92幢乙单元、戴眼镜、皮肤较白”，该体
貌特征的描述存在个人主观评价标准的
差异性，对确认主体身份不具有唯一性、
排他性的指向；《告××小区业主书》中
并未提及《情况说明》中所描述的幢数、
体貌特征等，从内容上来看不能明确指

向原告；案中提及的“业主监督小组”系
部分业主自发组织，小组成员不具有公
开性、确定性，亦不能明确指向原告。因
此，被告张贴的《告××小区业主书》不
足以让小区内普通业主将该内容与原告
联系起来，原告主张的名誉权受到损害
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业主委员会由全体业主
选举产生，应对全体业主负责，接受业主
的咨询、投诉和监督，但该案被告杨某未
经核实，即在业主代表群里公布物业公
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极易使业主代表
群里的其他群成员产生误解，该行为显
然欠妥，在今后的业委会履职过程中，应
本着客观、严谨、平和的方式来处理小区
事务，对未经核实的信息不可随意传播
扩散。 何嫄 刘霞 陈德严

明明不在现场，却被报警称与人起了冲突，还被告知了单位——

一业主与业委会打起名誉权官司

近日，金坛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经济开发区中队走进华城实验幼儿园华胜分园，以“垃圾分类我是小能手”
为主题，为小朋友们送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城市管理宣传课。 邱倩倩 顾静 何嫄图文报道

本报讯 喝酒要适度，酒后莫冲动，
否则后果承担不起。近日，溧阳城南派
出所接连查处2起寻衅滋事案件，犯罪
嫌疑人汪某、何某被警方刑事拘留，都是
因为酒后闹事。

12月26日凌晨1时许，城南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某KTV包厢内电视机、茶
杯等物品被人砸了。民警到达现场调查
发现，当晚，汪某与其朋友6人一起在
KTV喝酒唱歌，其间，汪某朋友王某酒
后上厕所时，额头摔破流血被服务员搀
扶进包厢。汪某见状，认为是服务员服
务不到位，遂将包厢桌上的酒瓶砸向包
厢内电视机，还将桌上的茶杯、果盘等物
扔在地上，致电视机、茶杯、果盘等物损
坏。目前，犯罪嫌疑人汪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

12月25日凌晨1时许，城南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某酒吧门口有人闹事。民
警赶到现场，在处置过程中，酒后闹事的
何某用刀将一名辅警刺伤。目前，犯罪
嫌疑人何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2起案
件都在进一步审理中。

（芮伟芬 张亮）

喝酒闹事
2人被拘

（上接 A1 版）力争撬动1600亿元
社会资本，5年形成2000亿元投资
规模。常州将借助上海金融要素
市场为产业转型升级服务，推进龙
城金谷建设，培育基金产业集群，
着力打造基金产业集聚中心和创
新创业扶持中心，力争5年内集聚
各类金融机构超1000家、管理资

产规模超5000亿元，投资实体企业
超 1500 家，培育新增上市企业超
100家。

活动期间，我市人才办、发改委、
常创集团等先后拜访了鼎晖资本、东
海证券等品牌投资机构，介绍常州“十
四五”期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发改轩 黄洁璐）

我市在上海举办创业投资政策推介活动

（上接A1版）
近年来，常州出台《关于推动

文化建设高质量走在前列的工作
方案》《常州市文旅休闲明星城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常州市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
方案》等政策文件，为文化和旅游
消费扩容提质营造良好政策环
境。积极探索“资源创造型”旅游

发展新路，溧阳创建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晋级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文旅产业与相
关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今年，常州
还于全省率先推出支持文旅发展、促
进旅游消费八项措施，拉动来常消费
超6亿元，旅游市场复苏回暖指数在
全国领先。

（常文旅 刘懿）

近年来，女性因情感因素误信
“渣男”导致人财两失的案例层出不
穷，然而，对这些披着“恋爱”外衣的
骗子，如何用精准确定的诈骗金额
来定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
日，天宁检察院检察长高旭明用5
天时间，厘清了一起诈骗案的金额。

“她是我女朋友，我们一起做生
意的，很多钱都搅在一起花，我给她
买金器、项链、手镯，她家人也管我
要过很多次钱，我也给了她三四十
万元的，不全是骗她啊！”针对指控，
犯罪嫌疑人吴某辩解道。

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诈骗金额
是40.14万元。根据被害人微信支
付交易明细、银行账单、支付宝账单
整理出来的资金往来多达190余
条，涉及流水200多万元。被害人
陈述自己“被骗”达160余万元。

那么，这200多万元中，哪些是
经济往来，哪些是诈骗？承办检察
官、天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旭
明用了5天的时间核对交易流水，
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13笔事实
和在案证据进行梳理后发现，犯罪
嫌疑人自述是“富二代”，却多次用
被害人的资金进货销货，收款后并
未把“借款”归还给被害人，其初衷
是否就已经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高旭明遂在询问被害人的基础上，提
出与侦查机关共商补充侦查重点的想
法。

“诈骗案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是相
对比较复杂的案件，但我们的证据都
比较完备了，认定40多万元也相对比
较合理，这个检察长是不是太较真
了？”承办民警抱着这样的念头来到检
察院。资金来源、去向，“借款”真实原
因，能否认定诈骗，是否存在部分资金
归还扣除，能否认定因为情感原因赠
与物品相应金额予以扣除，是否还有
遗漏可以直接认定为诈骗的款项？一
个下午的探讨，让承办民警对引导侦
查的质效竖起了大拇指，也在后续的
补充侦查环节提高了效率。

经过认定，犯罪嫌疑人吴某实施
诈骗金额50.64万余元。看似只增加
了10万余元，却改变了此案的性质。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及刑法第266条规
定，诈骗数额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数
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近日，吴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六个月。

“厘清准确的金额，不仅是对被害
人负责，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负责。我
们既是犯罪的追溯者，也是无辜的保
护者，不枉不纵，需要我们更较真、更
细致。”高旭明说。 赵明 童华岗

检察长厘清犯罪数额
一诈骗犯被重判十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