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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镇村布局规划（2020
版）》已于2020年12月24日经市政府批
准（常政复〔2020〕123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
等相关规定，现将规划成果主要内容予以
公布，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进行监督。

一、公布期限：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高新区管委会（新

北 区 人 民 政 府）网 站（http://cznd.
changzhou.gov.cn）、常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 划 局 网 站（http://zrzy.jiangsu.gov.
cn/cz/）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高新区管委会
（新北区人民政府）网站公告公示栏、常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规划公示专栏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规划
技术科

联系电话：0519-89883172
监督电话：0519-89882016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369

号301室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
2021年1月12日

《常州市新北区镇村布局规划（2020版）》批后公布公告

新年伊始，李彩娥带着烧好的鲈
鱼、肉圆，来到常州市德安医院住院部
九楼，探望902床病人，同行的还有廖
立本、尹海龙两名志愿者。病人是位
聋哑老人，约70岁，穿着一身崭新的
棉衣裤，看到来客像见了亲人，使劲比
划着，咧着嘴一直笑。

李彩娥是钟楼区先锋青年志愿者，
去年12月20日，她将住在凌家塘附近
拆迁屋内的聋哑老人送到了市救助
站。工作人员每天给老人测量血压，因
连续两天血压偏高，同时考虑到老人年
事已高，去年12月25日，工作人员将老
人送到市德安医院住院治疗。

李彩娥认识聋哑老人已3年多，
曾经帮老人在全国寻亲。

数年前，市救助站巡查时，在常金
大桥下发现了这位聋哑老人。当时，
老人在常金大桥下搭了一个棚子居
住，以捡拾废品为生。期间，工作人员

多次劝导他接受救助，都被老人拒绝
了。此后数年间，市救助站工作人员
多次去常金大桥看望老人，夏送消暑
物品，冬送御寒物资。

2017年，共青团安徽驻常工委志
愿者部的李彩娥开始结对帮扶老人。
老人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
只是每次看到毛泽东像时，总会拿手
指比划，李彩娥猜测他家可能离韶山
不远。

2018年，李彩娥与《潇湘晨报》、微
信公众号《罗尔》等联系，推送新闻全国
寻亲。经热心人士帮助，经过筛选鉴
别，焦点集中至湖南韶山市银田镇。多
位读者认定，流浪老人为银田镇人，姓
赵，家里有一个瘫痪儿子，有个孙子叫
赵志强。但多方努力下，至今仍未联系
上赵志强。去年，李彩娥又与中央电视
台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联系，想找到
相关线索，依然未果。

“老人很勤快，去过几回救助站都
呆不久，还是愿意住在凌家塘附近的
拆迁屋内，以捡废品为生，自己还种萝
卜。”3年多来，李彩娥把老人视为长
辈，一年四季的衣服包括入院前的新

衣都是李彩娥为其添置的，协会举办年
会，她也带老人参加。2020年12月，因
住的房子即将拆迁，在她的劝说下，老人
终于同意去市救助站。

之后，老人因头痛、高血压被送往市
德安医院检查治疗，目前病情平稳。老

人还有牙周炎，也进行了消炎处理。
“这么多年寻亲未果，希望老人能够

在常州落户，在福利院安度晚年。老人
的牙几乎没了，还希望能够帮他装上新
牙。”李彩娥许下了新年愿望。

谢韵 朱臻图文报道

3年多来，李彩娥帮一位在桥下棚居的无名聋哑老人寻亲，却一直未果。新年
里，她许下一个愿望——

让他在常州安家吧

本报讯 聋哑老人能否顺利在常
州福利院安享晚年，李彩娥的新年愿
望能否实现？记者就此采访了常州市
救助管理站副站长谢磊。

“如果超过三个月仍无法查明聋

哑老人的身份信息，无法找到家人送
其返乡，按相关政策，可以将老人纳入
特困人员供养范围。”谢磊说，对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查询和照料
安置，民政部、公安部有具体工作意

见，要求加强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建
立滞留人员多元化照料安置渠道。其
中，对超过三个月仍无法查明身份信息
的滞留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
所属民政部门提出安置申请，由民政部

门提出安置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予以
安置。

“对安置后公安机关已办理户口
登记手续、符合特困人员供养条件的
流浪乞讨人员，民政部门会及时将其
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转移至福利
院供养，有精神疾病的转移至德安医
院供养。”谢磊表示，市救助管理站会
认真做好相关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殷丽萍 谢韵）

若超过三个月仍无法查明身份信息
将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

“常州蝴蝶现在共有5科19亚科
74属113种。每年3到10月，我就专
心拍蝴蝶；11月到下一年3月，没有蝴
蝶可拍了，我就观鸟。”在常州自然爱
好者圈里昵称为“阿惠”的惠一鸣，细
细回顾了自己从2009年开始的生态
摄影，把自己工作之余的闲暇分摊给
了“蝴蝶监测”和“观鸟拍鸟”两大块。

元旦期间，他在金坛长荡湖上一
群白琵鹭中拍到了唯一一只黑脸琵
鹭。这种全球濒危、我国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刷新了常州野生鸟类的记录
（《常州日报》2021年1月5日A3版
曾报道）。

惠一鸣，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
司供水稽查部副经理，江苏省摄影家
协会会员，资深摄影发烧友。2009
年，偏好生态微距摄影的他开始把镜
头对准了本地以蝴蝶为代表的昆虫。
至2020年底，“阿惠”在11年里拍摄
了数万张照片。精心挑选后，今年年
初，他拿出了一批常州地区常见蝴蝶
观察手册，具体分为弄、粉蝶，蛱蝶，凤
蝶，灰蝶4卷。

“2019年前，我的生态摄影尚属
摸索阶段，拍摄对象有蝴蝶和其它昆
虫，每次碰到问题，只能自己到网上摄
影论坛的专业版块去找同好请教，或
者自行搜索。”“阿惠”说，“2019年，我
认识了常州蝴蝶监测项目负责人章丽
晖，通过他又认识了江苏省蝴蝶专家
张松奎、尹方韬等人后，逐渐开始集中
精力拍摄蝴蝶，尤其是本地特色蝴蝶
和蝴蝶的全虫态。”

说起本地特色蝴蝶，“阿惠”张口
就来、如数家珍：3月至4月，早春季节
可以观赏金斑剑凤蝶、中华虎凤蝶、冰
清绢蝶，这些蝴蝶都比较“仙”，其中中
华虎凤蝶还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蝴蝶；
4月底至6月，可以观赏灰蝶，寄主植
物大多为壳斗科，有的体型极小，非常
需要耐心；到了7月、8月，可以观赏金

裳凤蝶、宽尾凤蝶等；9月至10月，最
奇特的就属姜弄蝶了，按道理，此时已
是当年第二个发生期，但神奇的是，每
年3月、4月常州看不到姜弄蝶的成
虫，经过一个夏天却能在寄主植物上
看到姜弄蝶的幼虫。

2019年前，“阿惠”共拍摄本地蝴
蝶60种；2019年后，他的蝴蝶照片库
扩容至100多种，尤其是全虫态，这种
能够反映一种蝴蝶从卵到成虫完整过
程的，也有了10种之多，2019年夏
秋，他就拍到了宽尾凤蝶的全虫态。

“阿惠”说：“拍蝴蝶，其实是非常需
要耐心的一件事情。它们特别容易被惊
动，虽然囿于寄主植物，蝴蝶幼虫有一定
的活动半径，但成虫却是‘飞翔的花朵’，
怎样拍得准确又唯美，着实是个考验。”
就拿去年在常州首次摄影记录到的金斑
剑凤蝶来说，“阿惠”拍到的是其“婚飞”
和栖息在桃树上的场景，“林中舞者”的
姿态就很有仙气飘飘的味道。

10多年的生态摄影，让“阿惠”成了
自然环保主义者。他在2009年曾经拍
摄到翠蓝眼蛱蝶，但10年来，他再也没
有重新“邂逅”它。“蝴蝶的生态系统比较
脆弱，所以我们会特别注意保护它们的
生态环境。”“阿惠”还特地提到了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的中华虎凤蝶，目前仅
出现于金坛茅山地区。地方发展与物种
保护如何实现平衡，是“阿惠”这样的自
然爱好者们近年来格外关注的。

“用镜头记录我们常州的蝴蝶，能
找到多少就尽力拍多少。”2021年，

“阿惠”想进一步完善常州蝴蝶的监测
信息。加入常州观鸟爱好者队伍仅一
年的他，去年记录下了棉凫、绿翅短脚
鹎、巨嘴柳莺等鸟类。

那些被独具“惠”眼定格的照片，
不仅满足了“阿惠”的自我兴趣，也吸
引了无数对自然好奇的人进一步走进
常州大自然。 何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惠一鸣：独具“惠”眼观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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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剑2020”命案积案攻坚行
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在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大数据管理支
队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近200天不
间断侦查研判、走访摸排、物证比
对，成功侦破武进“2006·12·27”命
案积案，在南京市江宁区某产业园
内将犯罪嫌疑人陶某抓获。

目前，警方以涉嫌抢劫罪对陶
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006年12月27日7时许，武
进公安分局接到报警，湟里镇东安
五巷村发生一起杀人案。刑警大队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确认死者郭某
梅，女，殁年68岁，武进区湟里镇
人，系遭他人扼颈窒息致死。

武进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投
入大量精干警力开展现场勘查、分
析研判、摸排走访等工作后，专案组
认为，犯罪嫌疑人是入室盗窃转化
抢劫杀人。可因当时技术条件所
限，专案组迟迟未能明确此案的犯
罪嫌疑人，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去年，公安部部署“云剑2020”
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当年4
月，专案组根据全市公安机关开展
命案积案卷宗物证专项清理工作部
署要求，再次对该案的案卷资料进
行梳理，运用最新技术对大批可疑
人员和海量信息进行细致分析、比
对筛选，同时对关键物证进行检验。

“我们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对现
场物证再次提取分析、梳理比对，终
于在去年11月通过刑事技术手段
发现安徽籍男子陶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专案组负责人说，振奋人心的
消息传来后，专案组对案发中心现
场重新多次研判，并运用大数据分
析，迅速围绕陶某开展专线侦查工
作，对其是否存在作案可能性进行
研判，发现案发时陶某27周岁，在
湟里镇务工，其暂住地离案发现场
3.2公里，最终确定：陶某具有重大
作案嫌疑。

去年12月24日7时许，专案组
在南京市江宁区某产业园内将陶某
抓获。

审讯开始，陶某对自己的犯罪
事实拒不交代、百般抵赖。专案组
立即重新安排审讯计划，制定审讯
重点问题，对陶某进行思想和心理
攻坚，并在生活、饮食上对陶某加强
关心，尽量弥补其心理落差。最终，
在专案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陶某
对其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据介绍，案发前，陶某嗜赌成
性、经济拮据，萌生了盗窃念头。在
案发现场盗窃时，被事主发现，陶某
怕事情败露，遂通过棉被捂脸、掐脖
子的方式将事主杀害，将其金饰和
现金拿走并逃离现场。

顾燕 汪磊 芮伟芬

我市警方侦破一起命案积案

大数据揪出潜藏14年的杀人嫌犯

本报讯 1月6日下午，一名小
学女生在搭乘209路公交车时，突
遭陌生男子骚扰。公交司机朱剑杰
看见后，当即停车制止，并一路安慰
女孩，直至她顺利转车后才放心离
去。本报新媒体刊发报道后，警方
迅速出击，1月8日，涉嫌猥亵的男
子被抓获，1月9日，见义勇为司机
朱剑杰获奖励3000元。

1月6日下午4点10分左右，
巴士公司202车队司机朱剑杰驾驶
209路公交车从常州客运中心出
发，行至天宁行政服务中心站时，车
厢里只有2个人，一个30多岁的男
子坐在车后部，一名十一二岁的女
孩坐在最后一排。突然，朱剑杰从
后视镜看见男子起身，走到女孩身
边坐下，不停地搭话。朱剑杰觉得
此男人有问题，便一直留意着。果
然，没一会儿，男子就开始动手动
脚，一会儿摸女孩的头，一会儿把手
放到女孩背后，还低下头闻了闻女
孩的头发。女孩被吓得一动不敢
动。

朱剑杰记得，男子是从竹林路
站上的车，女孩是从天宁法院站上
来的，两人不可能认识，当即意识到
男子在骚扰女孩。当车停靠到新堂
路龙锦路站台时，朱剑杰停好车便

快步来到车厢，一把推开男子，喝
问：“你干什么？”男子一边狡辩称与
女孩相识，一边趁朱剑杰询问女孩
的空当，一溜烟下车跑了。

小女孩完全傻掉了，说不出话
来。朱剑杰叫她坐到前排，安慰并
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以后遇到这样
的事情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大声喊
出来，并且尽量不要一个人坐在最
后排，要尽可能靠近司机坐。女孩
涨红着脸一直不出声，朱剑杰看到
她在恐龙谷温泉站下了车，顺利转
乘上527路后，才放心驾车离开。

1月7日晚10时，本报新媒体
发布该事件的报道后引发关注。警
方快速出击，于1月8日傍晚5时
许，将嫌疑人徐某某抓获。1月9日
上午，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刘
敏方和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领
导，专程赶到巴士公司202车队看
望朱剑杰，并颁发见义勇为奖金
3000元。

昨天，朱剑杰说起这事还有些
激动。他说，自己也为人父母，看到
女孩被欺负，必须站出来制止，“乘
客上了我的车，我有义务保护好他
们，况且她还是个孩子，上了我的
车，就是我的孩子”。

（芮伟芬 汪磊 顾燕）

男子骚扰女孩被抓获
公交司机见义勇为获表彰

本报讯 近日，在江苏某渔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业公司）
申请执行32户鱼塘承包户渔业承
办合同纠纷群案中，武进法院执行
人员一趟趟地实地走访、组织调解，
终于促成渔业公司和承包户们达成
共识，承包户们主动腾退渔塘，促进

“退渔还湖”，保护了生态环境。
2016年，为响应国家“退渔还

湖”政策，渔业公司向32户承包户
发出解除渔业承包合同通知书，要
求各承包户按照双方所签协议，将
所承包鱼塘清空后返还。由于32
户承包户拒绝返还，2018年，渔业
公司向武进法院起诉。法院判决
32名承包户于当年12月31日前清
空并返还所承包的鱼塘。

判决生效后，承包户拒不履行，
渔业公司遂申请强制执行。执行

中，执行法官先后多次实地走访，在
承包户搭建在鱼塘边的简易房上张
贴腾退公告，并多次组织公司与32
户承包户集体协商。可承包户们坚
称，自己一辈子以养鱼为生，而且刚
刚大批量投放了鱼苗，全部清空，损
失实在太大。多番沟通和调解后，
承包户们终于表示，尊重法院判决，
但希望能给予适当的宽限时间，让
他们将损失降到最低。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考虑
到被执行人的实际损失及本案强制
执行的可操作性，执行法官与前黄
镇相关负责人及申请人协商后，申
请人同意将鱼塘返还期限再延后一
段时间。

近日，执行法官现场调查发现，
所有鱼塘均已清空，退渔还湖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中。（庄园 舒翼）

现场调解解心结，宽限时日获理解

温暖执行，
32户鱼塘承包户主动腾退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交警部门了解
到，去年查处的酒驾案中，有192名驾驶
员属二次酒驾。

一直以来，交警部门对酒驾、醉驾交
通违法行为实施“零容忍”高压治理，我
市酒驾、醉驾数量明显下降，但去年仍有
192人在酒驾被处罚后不知悔改，再次
酒后驾车。根据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目前，
这192人均受到拘留、罚款加吊销驾驶
证的处罚。 （芮伟芬）

192人二次酒驾
被处罚

本报讯 1月8日，市交通执法支队
机动大队执法人员在346国道与龙江路
路口开展整治工作时，发现一辆车头符
合危险货物要求但挂车却是普通货物运
输的货车，立即终止了该车运营。

执法人员在对这辆半挂货车检查
时，让驾驶员出示道路运输证件、驾驶员
和押运员的从业资格证件。驾驶员爽快
地出示了车头的道路运输证及相关从业
资格证。可执法人员在检查并核对货物
运单时发现，该车的挂车车籍为山东，与
车头沪籍不同。执法人员要求驾驶员出
示挂车证件时发现，挂车经营范围为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并不符合运输危险货
物的要求。交通执法人员立即终止了该
车运营。

该车驾驶员称，在上海装车时就发
现了挂车资质不符的问题，但心存侥幸，
想着车头是危货车辆，就算被查到了，也
可以假借车头资质“应付检查”，没想到
到常州刚下高速，就被检查到了。

(卜寿明 王淑君)

交通部门查处
一“挂羊头”货车

本报讯 日前，“偷狗大盗”孙某在
溧阳埭头落网，因连续偷了7只小狗、价
值数千元而被刑拘。

去年12月21日傍晚6时许，埭头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该镇居民殷某家的一
只金毛宠物犬被偷了。经视频追踪，民
警锁定犯罪嫌疑人住在埭头镇郑笪里
村。经过两天的守候伏击，去年12月
23日傍晚，民警在该村将犯罪嫌疑人孙
某抓获。

经查，去年12月以来，孙某在埭头
镇盗窃小狗7只，涉案价值数千元。他
交代，这些狗已经全部卖到了餐馆。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芮伟芬 杨建波）

“偷狗大盗”出没
7只小狗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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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中的“阿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