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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平岗鞋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常州市平岗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8

年10月13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0
月17日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4破2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常州市平岗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多次分配，本次分
配为第一次分配，确定于本次公告之日起按上述《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开始实施。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12,818,227.51元，其
中，欠付职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及应当划入职
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与应当支付
的补偿金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4,362,407.48元；欠缴的其他社
会保险费用和税款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3,554,252.58元；普通
债权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4,184,492.48元。

另有分配额人民币717,074.96元暂予以提存。
特此公告。

常州市平岗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0月30日

平岗破管字第58号公 告

�顾洁颖遗失河海大学
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02945200306100098，专业
名称：计算机及应用，声
明作废

合 并 公 告
根据常州市北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常州奥旋回

转支承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决定由常州市北环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常州奥旋回转支承有限公
司，常州奥旋回转支承有限公司依法注销。合并前，常
州市北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常州
奥旋回转支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并后，
常州市北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50万元；常
州奥旋回转支承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由合
并后存续的常州市北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承继。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严玲，电话:0519-83250900
常州市北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奥旋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江苏都通运输有限
公司遗失苏 DET725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常
12418714,声明作废

�刘海洋遗失常州大学
武进校区学生证，学号：
17473214，声明作废

�蒋耀平遗失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
险保单一张，保单号:
805112018320495002300，
声明作废

�常州洁净塑料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挂失，寻回后不再
继续使用

�钟楼区永红满根副食品
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320404600335548，
副 本 编 号 ：
320404000201609210121，声
明作废
�何网根遗失苏DV765Q
太平洋保险公司商业险
保 单 正 本,保 单 号:
ACHZD16Y1418B012208N,
流 水 号 CFBA1806334218;
遗失强制险保单正本,
保 单 号:
ACHZD16CTP18B012615H,
流 水 号:QBAL1800723019,
声明作废

�朱 飞 俊 遗 失 第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20482198303174233， 声
明作废

�常州洁净塑料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法人章(沈云
清)一枚，声明挂失，寻回
后不再继续使用
�常州洁净塑料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挂失，寻回后
不再继续使用
�常州天常孜信房地产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孙莉
遗失专业技术（工程师）
资 格 证 1本 ，编 号 ：
2011022292，批准文号：常
人社职【2011】77号，发证
时间：2011年11月11日，
声明作废

本报热线 86633355 10 月 28
日傍晚，在钟楼区新闸街道辖区一
条河道发生一起悲剧：一对小情侣
吵架后，先后跳入河中。事发后，
小情侣的朋友和新闸派出所民警
下水施救，但两人还是不幸身亡。

事发河道在飞龙西路新闸段
前进河泵站旁，28 日傍晚，两名年
轻人来到钟楼区新闸街道一家饭
店吃饭。当时也在就餐的罗女士
对记者说，17 点 40 分左右，两名年
轻人吃着吃着突然吵了起来，男青
年摔了一个啤酒瓶，然后出了饭店
往西跑去。女孩和一同就餐的一
名男性朋友叫了滴滴快车去追赶。

据另一名目击者杨女士说，女
孩追到该男孩时，男孩突然向路旁
的河边跑，女孩和男性朋友又追过
去。没多久，杨女士看到，男性朋
友浑身湿漉漉地一个人来到路边，
说男孩和女孩都跳河了。“他上前
拉，只拉到女孩一件外套。他下河
去救，因为不会游泳，只能再回到
岸上报警。”

很快，新闸派出所民警来到现
场，一位年轻民警得知情况后立即
穿上救生衣跳下河去搜救，搜救了
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两个人。最后，
打捞队把两名年轻人从河中间打
捞上岸，120 急救人员现场做了心
电图，发现两人已经没有生命体
征。

记者了解到，当时新闸派出
所接到报警，有两人掉到了河里

需要救助。17 点 50 分，民警到达
现场，在水面未发现落水人员，经
现场询问得知落水的邢某（男，18
岁，河南人）与桂某（女，17 岁，安
徽人）是一对情侣，到新闸来是给
同事过生日。喝了点酒后，两人
因感情纠葛发生争吵。争吵后，
邢某独自一人跑开，女友桂某放
心不下，在同事胡某陪同下一路
寻找。最终，两人在新闸一处河
道边找到邢某。

桂某本欲上前劝说和解，但邢
某情绪激动，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随后，邢某直接跳入一旁的河道。
桂某一看男友跳河有危险，情急之
下直接跳下河前去救人。见二人
在河中挣扎许久，同事胡某也跳入
河中想救他们，但因不会游泳只得
返回岸上，并立即报警。民警到达
现场后邢某和桂某已沉入水中，下
河施救也没有找到。打捞队到现
场进行打捞，当晚 9 点两人被打捞
出水，已经身亡。

（周亚峰 汪磊 图文报道）
报料人：李先生

报料费：60 元

一对小情侣在饭桌上吵架之后

男子跳河轻生女友去救，双双溺亡

本报讯 男子赵某在一次酒驾
时发生交通事故，因担心无法理
赔，就请汽车维修工人孙某合谋，
通过请人制造事故来骗保。近日，
赵某等 3 人因犯诈骗罪被钟楼法
院判刑。

去年年底的一天，男子赵某参
加一次聚会，期间喝了酒。聚会结
束后，赵某怀着侥幸心理开车回
家。途中，赵某的轿车发生单方事
故导致车辆受损。因担心酒驾发生
事故不能理赔，赵某想到了骗保。

赵某立即给他之前认识的一
个朋友孙某打电话。孙某在我市
一家汽车维修公司工作。两人一
合计，决定用该车再次制造事故骗
取保险理赔款，支付修车费用。

于是，孙某安排另一个人吴某
赶到事发点，让吴某开着赵某的事
故车辆，来到清潭路一菜场门口，
故意撞击护栏，制造交通事故。后
于同年骗得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支
付的保险理赔款共计 5 万余元，该
款由汽车维修公司和孙某以修车

费的名义收取。
事后，保险公司发现端倪，于

是向警方报案。案发后，三人知道
隐瞒不过，就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并全额退还了保险理赔款。

钟楼法院审理认为，赵某、孙
某、吴某等人行为已经构成了保险
诈骗罪，分别对三人判处刑罚。

面对这一结果，三被告人表示
十分后悔：为了省一点修车费触犯
法律，实在是得不偿失。

（叶峰 殷益峰）

结果，参与其间的三个人都被判了刑

酒驾撞车想获保险，请人制造事故骗保

本报热线 86633355
金坛交警大队尧塘中队民
警在处理一起小型客车和
电动车碰擦事故时，发现当
事客车不仅闯红灯还存在
套牌行为。为了逃避处罚，
客车驾驶员王某在交警到
来处理事故之前，竟然用夹
子把真牌照夹在假牌照之
上。不想，还是很快被交警
识破。

近日，在金武快速路和
亿晶大街路口，发生一起小
型客车和电动车碰擦事
故。接警后，交警迅速赶赴
现场，联系救护车将电动车
上两名伤者送医治疗，同时
对事故原因展开现场勘
查。客车驾驶员王某说，当
时他沿金武路由西向东行
驶到路口左转，闯红灯不慎
撞上电动车。但民警进一
步调查却显示，事发时王某
的交通违法行为还不止闯
红灯这一项。

“我们发现小型客车的
牌照上有点问题，所以仔细
看了一下，发现牌照左上角
有个夹子。原来，他（客车
驾驶员）用夹子把两块牌照
夹在一起。”金坛交警大队
尧塘中队民警戴懿说。

随着调查深入，王某的
套牌行为浮出水面。经查，

王某是金坛本地人，这辆小
客车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原牌照为苏 D9N***。前
阵子，他在金坛某小区门口
捡到了一块苏D80***的车
牌，为了避免开车违章被电
子警察抓拍就耍小聪明，用
捡来的车牌替换下了车辆
的原牌照。有了这个护身
法宝，王某开起车来愈发肆
无忌惮，完全不把交通法规
摆在眼里。

戴懿说，王某当天开车
用的是捡来的牌照，出了事
故怕交警查出他套牌的情
况，“所以，在交警赶到之
前，用夹子把真牌照夹了上
去。”

最后，民警依法对王某
套牌、闯红灯两项交通违法
行为作出罚款5200元，记
18 分的处罚，并暂扣其驾
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内，
王某的交通违法记分累计
已达20分，依照相关规定，
他要重新参加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学习，考试合格
才能领回驾照。届时他的
准驾资质也将从B级被强
制降到C级。此外，王某还
必须承担这起事故引发的
民事赔偿责任。

（虞雪娇 荆迎 汪磊
图文报道）

这一招没有骗过交警，被记了18分

套牌闯了红灯，发生
事故后又拿真牌照夹上

事发打捞现场

王某用夹子把真牌照夹到假牌照上王某用夹子把真牌照夹到假牌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