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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7届红盘评选活动即日起正式
启动，同时，常州房地产“时与势”发展论坛也
将拉开帷幕。一年一度的红盘评选，是常州报
业传媒集团主办、延续了17年的房地产业官方
评选活动。该活动不仅见证了常州楼市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从快速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
历程，同时也是常州房地产业最具公信力、最
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权威铸就品牌价值，红
盘评选已成为楼市发展的“风向标”，房产经营
的“助推器”。

房地产业与城市的发展休戚相关。放眼
未来五年，区域竞争格局巨变的最大红利在常

州，交通枢纽地位的最大提升在常州，新一轮
发展最好的“时与势”聚于常州。当常州迎来
新一轮发展最好的“时与势”，房地产业该如何
把握城市发展的“时与势”，抓住新一轮发展机
遇乘势而上，并为推进常州“532”发展战略体
现行业作为？常州报业传媒集团将联合相关
部门及行业专家，组织开展年度红盘评选活
动，同时举办论坛探讨常州房地产发展的“时
与势”。

近年来，常州不断提升城市品质，高品位
的美丽常州正在加快呈现，创成了“国家森林
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并摘得中国人居

环境综合奖。未来五年，常州将大力实施
“532”发展战略，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走在前列。“十四五”期间，常州地区生产总
值将突破1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突
破7万元，城市发展的“时”与“势”，将成为常州
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第17届红盘评选，将从楼盘设计、住房品
质、人文底蕴、销售情况、产品价值、投资潜力、
人气口碑、品牌影响力等方面，评选出一批具
有影响力的年度红盘，充分展示常州楼市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态势。活动颁奖期间，将举办常
州房地产“时与势”发展论坛，围绕常州在新一

轮发展中不断拓展城市未来空间，统筹推进老
城厢复兴、高铁新城建设、“两湖”创新区发展，
给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影响，进行深度
的研讨与头脑风暴。整个活动将坚决贯彻“房
住不炒”的政策，引导房地产企业从速度型向
质量型的转变，从粗放化向品质化的转型，促
进房地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台阶。

一年一度的红盘评选，是常州报业传媒集
团延续了17年的官方评选活动。多年来，常报
集团始终关注常州房地产业的发展，见证了常
州房地产业从起步到壮大再到今天高质量发
展的全部历程，并为助力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

发展，持续注入了媒体的引导和传播力量。
一、参与对象：全市各大楼盘
二、楼盘参评条件：
在售项目或2022年上市新项目
2021年度未发生有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对区域乃至全市房产市场有较大影响
开发的项目、配套或景观等具备自身独特

优越品质与创新表现。
三、评选时间：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
报名热线：
13775126271 15995062725

纵论常州房地产发展的“时”与“势”

2022年第17届红盘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莫国强 汪磊）为了感
谢民警帮她挽回损失，12月上旬，天
宁区一家珠宝店老板吴女士到焦溪
派出所，给民警送上了一面锦旗和一
个红包。其实，红包就是一封感谢信：
感谢警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

吴女士在三河口开了一家小金
店。今年8月8日，一名陌生男子拿
着一条黄金项链来到店里，希望吴
女士回收。听到男子操着本地口音，
吴女士就没有起疑，两人谈妥回收
价格为每克320元，吴女士向对方
支付了1.8万元，回收了这条55.99
克的金项链。吴女士在给金项链过
火时才发现，金项链竟然是假的。欲
哭无泪的吴女士急忙报警。

由于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要想找
到嫌疑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吴女士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害怕自己再次被
骗，案件发生后，吴女士把金店关了。
接到报案的焦溪派出所民警方强安

慰吴女士，一定要相信警方。在方强
等民警的不懈努力下，嫌疑人终于落
网，将1.8万元退还给了吴女士。

收到退款的吴女士非常激动，赶
制了一面锦旗，还请人写了一封感谢
信，塞在红包里。之后，吴女士来到焦
溪派出所，送上了锦旗和红包，向方
强等民警表达了感激之情。方强婉拒
吴女士的红包，吴女士表示，这个红
包一定要收下。随后，她打开红包，从
中拿出了一封感谢信。信上说：“案件
发生后，我的金店就没有再开门。一
下被骗掉这么多钱，让我战战兢兢，
晚上一直失眠，白天不敢开店门。焦
溪派出所这么快就破获案件是我想
不到的，让我真实感受到我们老百姓
是受到政府、受到法律保护的，这让
我一下子胆子又大了起来，心里又有
了底气，金店也恢复营业了。”

面对这样一个红包，民警马上
收下。

这个红包民警收了

□蔡国强 芮伟芬

“我最近挺好的，谢谢你们啊！”“不
要客气，好好工作，有问题随时找我们。”
12月14日，天宁区司法局茶山安置帮
教站工作人员联系上帮扶对象吴某，详
细了解她的病情和生活情况。吴某感
激地说，感觉好多了，有信心好好生活
下去。

11月21日下午，一名中年女子拎
着大包小包走进茶山安置帮教站，一脸
憔悴，看起来疲惫不堪，见到工作人员，
还没开口，眼泪就下来了。工作人员一
眼就认出，这是上个月来报到过的刑满
出狱人员吴某，连忙让她坐下，给她倒了
杯水。

“我已经在地道里住了几天，实在没
地方去，只能向政府求助了。”吴某说。

44岁的吴某是宿迁市沭阳县人，10
多年前来常务工，和本地人张某结婚，育
有一子一女，吴某遂将户口从老家迁至

常州。哪知，没过几年，因夫妻感情不
和，两人离婚，两个孩子跟随张某生活，
吴某净身出户。之后，吴某和在常务工
的老乡王某组建了新的家庭。2018年
12月19日，吴某在沭阳县中心医院剖
腹产下一男婴，男婴唇腭裂严重，喂养困
难。同年12月22日，吴某和王某将男
婴转到南京市儿童医院医治，因病情严
重、医疗费用高昂，当月25日，吴某和王
某强行签字，带着孩子出院。第二天，两
人将孩子遗弃在我市某医院，当天下午，
孩子被送至市儿童福利院。次日，孩子
身体出现异常，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市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很快将吴
某和王某抓获。2019年10月，天宁区
人民法院以遗弃罪分别判处吴某、王某
有期徒刑2年。判决生效后，吴某被送
到江苏某女子监狱服刑。

经历丧子之痛，又遭牢狱之灾，吴
某精神崩溃，患上了抑郁症。服刑期
间，她学会了缝纫，成为熟练工，先后两

次获得表扬。今年10月15日，吴某刑
满释放。

出狱后，吴某得知父亲在她服刑期
间因中风瘫痪在床，母亲在家全天看护
照料，生活很拮据。前夫抚养着3个孩
子，每月还领着低保补助，日子也很艰
难。这一切，让吴某倍感压力。

凭着在监狱学会的缝纫技能，她很
快在天宁一家服装厂找到工作，晚上就
住在职工宿舍。可是因为无家可归、无
亲可投，加上刑满释放后停止服药，没到
一个月，吴某就出现头痛、心慌、四肢无
力、失眠、情绪低落等症状，无法再安心
工作，只能辞职。

离职后，吴某想去前夫那里看望两
个子女，顺便投靠一阵，不料被前夫赶
出家门。无奈之下，她在中吴大道的地
下过道捱了几晚，身上只剩 200 多元
钱。困顿之中，吴某想起了茶山安置
帮教站的工作人员说过“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们”。思来想去，她扛着全

部家当——两个行李箱、一个背包，来到
了茶山安置帮教站寻求帮助。

得知吴某还没吃饭，工作人员买来
快餐，又买了面包、水杯等食物和生活用
品。详细了解了吴某的情况，工作人员
感觉事态严重，决定立即干预，妥善解决
吴某的服药和住宿问题。

工作人员一边向吴某原服刑的监狱
了解她的病情，一边组织吴某户籍所在
地社区的社工陪她去医院看病。经医院
初步诊断，吴某为抑郁症，需服药。随
后，茶山安置帮教站的工作人员又出钱
给她找了一间单人旅馆，暂时过渡几天。

给吴某配药后，工作人员每天监督
她服药，并帮助她申请临时救助金和租
房补贴。服药一周后，吴某病情基本稳
定。随后，她返回原服装厂继续打工，并
在厂旁边租了一间小屋，生活安定了下
来。11月30日，吴某主动给茶山安置
帮教站的工作人员发了一条短信：“领导
您好，谢谢您的关心帮助。”

因弃婴被判刑的女子出狱后流落街头——

司法热情帮扶，失意母亲找回生活信心

“叔叔，如果你遇到可疑短信一定要注意哦，可能是骗子！”“一定要记得反诈口诀啊，是‘不听、不信、不转账’。”12月11
日，龙虎塘派出所联合辖区“反诈少年团”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反诈少年团”走进辖区塑化市场，向各商家店主和往来群众发放反诈宣传单页，现场讲解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基
本常识和防范技能，提醒群众要时刻绷紧防范之弦，谨防上当受骗。活动结束后，民警为孩子们颁发了“反诈小先锋”的
荣誉奖状。 李文霞 汪磊图文报道

本报讯（张维明 庄奕）消费者
冲着华为品牌去买手机，到手的却
是“华为智选”，商家的这种行为算
不算以次充好？昨天，在处理了一起
消费纠纷后，新北区消协提醒消费
者：选购商品前要主动了解产品的
相关内容，仔细看清品名、规格后再
入手，不要被商家的宣传迷惑。

几天前，李先生在新北区一手机
专卖店花1999元买了一部手机。“购
买时我一再表明要华为品牌的手机，
商家提供的却是联通华盛通讯有限
公司生产的华为智选优畅享20手
机，并声称华为智选优畅享是华为旗
下的品牌。”李先生说，他回家后上网
查询，发现该手机并不是华为旗下的
品牌。他认为商家以次充好，要求商
家为其更换真正的华为手机。遭拒
后，李先生向新北消协投诉。

接诉后，新北消协新桥分会介
入调查。商家解释，店员一直称该手
机为华为智选手机，并非华为手机，
因此不属于虚假宣传，且该手机并

无质量问题，所以不能更换。
在现场，消协工作人员发现，商

家为该手机展示的宣传牌为“华为智
选”，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因受到美国
的制裁打压，华为只能生产4G手机。
为保持在5G技术上的应用能力，华
为与各大通讯运营商合作发展智选
品牌。优畅享系列就是华为与联通合
作的智选品牌，原为华为畅享系列，
如今，全系列除了一款4G畅享20SE
上面有HUAWEI的Logo，其他都
转为优畅享Logo。严格来说，“华为
智选”手机确实不是华为手机，但销
售中商家是否存在误导消费，没有相
关证据。

由于双方分歧较大，现场调解
被迫终止，消协工作人员只能建议
李先生走司法途径。

新北消协同时告诫商家，针对
“智选手机是不是华为手机”，销售
商应当直接说明二者的区别，不得
含糊其辞、引人误解，造成不必要的
消费纠纷。

贴牌还是以次充好？

“华为智选”手机引发消费者质疑

本报讯（舒翼 王鹏超）出于对
玉石产品的喜爱，加上玉石顾问的

“耳旁风”，溧阳男子李某参与了网上
翡翠原石交易，结果巨亏15万元。

“蚀了老本”的李某愤然起诉，要求玉
石顾问和网店赔偿。经溧阳法院速裁
中心戴伟民法官耐心调解，最后，两
名被告共同补偿了李某9.5万元。

李某对玉石非常感兴趣，在网
上认识了自称是云南瑞丽某翡翠店
铺玉石顾问的赵某后，通过赵某购
买了一些成品玉器。赵某见状，便推
荐李某通过该翡翠店铺直播间购买
翡翠原石，并一再声称投资原石收
益大、风险小。李某听后颇为心动，
出于对赵某的信任，从赵某处购买
了几次原石并委托赵某帮忙售卖，
每次都能小赚一笔。

2020年4月，李某又在该翡翠
店铺直播间花16万元买了一块原
石并委托赵某销售，却被告知该原
石只值1万多元。一下子亏了15万
元，让李某难以接受。多次与翡翠店
铺沟通无果后，李某认为，翡翠店铺
和赵某涉嫌诈骗，遂向公安机关报

案。公安机关经审查认定，这笔原石
交易未涉嫌犯罪，未作刑事案件处
理。为了挽回损失，今年5月21日，
李某向溧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
某和翡翠店铺赔偿其损失，并申请
了财产保全。

溧阳法院立案后，被告在递交
答辩状期间提出了案件管辖权异
议，要求该案在云南瑞丽审理。主审
法官戴伟民认定，对于网络交易，买
家所在地法院是有案件管辖权的。
在接下来的沟通中，戴伟民法官敏
锐地捕捉到双方均流露出协商解决
纠纷的意愿，只是双方都不肯做出
妥协。考虑到双方纯属置气，面对面
沟通的效果不会理想，戴伟民便根
据案情和客观情况，分别做双方的
思想疏导和矛盾化解工作，最终促
使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赵某与该
翡翠店铺共同补偿李某9.5万元，
李某在收到赔偿后撤回起诉。

案结事了。李某说，这次是花钱
买了个大教训，对不熟悉的行业，投
资要谨慎小心，万万不能被高回报
宣传蒙蔽了双眼。

受玉石顾问蛊惑——

溧阳一男子投资翡翠原石亏15万元

本报讯（芮伟芬）天还没亮，马某就
开着没有车灯的三轮摩托车出门，摸索
着往前开，不料撞上了路人。妻子劝他
赶紧下车去看看，他却仗着路上没人逃
离了现场。12月2日，马某刚出家门，
就被守候的民警逮了个正着。

11月25日清晨6时17分，邹区交
警中队接到报警，称一位老人倒在邹区
礼新路常金幼儿园门口。民警立即赶到
现场，发现老人头部出血已经昏迷，情况
比较严重。民警立即联系120将老人送
医，同时展开侦查。

因事发时间为凌晨，现场没有目击
者，幸好事发地附近有一个摄像头。民警
龚辉赢立即调看视频追踪，发现肇事的是
一辆三轮车，撞倒老人的时间为6点，三轮
车撞人后就逃离了现场。他顺着三轮车
行驶的方向查看，发现肇事者有一定的反
侦查意识，撞人后拐入小路，不停绕圈子，
到达与奔牛的交界处后，踪迹就消失了。

此时，医院传来消息：受伤老人被诊
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膜下出血、脑挫
裂伤、踝关节骨折、脑震荡，病情危重。
为给伤者和家属交待，龚辉赢决定反其
道行之，顺着三轮车的来处查找。经查
询沿路及周边数十个监控、多次实地走
访摸排，龚辉赢终于发现，嫌疑人住在武
进区西湖街道仕尚村委西庄村，总是在
每天早晨5点50分左右出门。

12月2日早晨5时许，龚辉赢率领
同事在西庄村守候伏击。5时50分许，
当嫌疑人准备驾驶三轮车出门时，民警
迅速出击，人车并获。

经查，男子姓马，今年56岁。据其
交代，事发当天，他按惯例出门收废品，
天刚蒙蒙亮，事发路段没有路灯，而他的
三轮摩托车车灯一直是坏的，他就摸索
着靠路边行驶，没想到撞上了行走的路
人。当时，妻子让他赶紧停车查看，但马
某没有驾照，担心一旦报警要被扣车、罚
款，就仗着路上没人，逃离了现场。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这个三轮摩托车主摊上事了

无证驾驶
车灯不亮
肇事逃逸

本报讯（吴燕翎 汤可人 胡婉
秋） 12月8日，新北区三井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杨成在兴业路巡
查时发现，一辆机动车停在了人行道
板上。他随即拍照取证，同步将信息
传入“违法处罚”微信小程序，并进行
违停“开单”。

道板违停，是长期以来群众投诉
集中、反响较为强烈的交通违法行为，
不仅影响行人正常通行，也易损坏道
板，更与城市文明形象不符。今年9
月1日实施的《常州市机动车停车场
管理办法》第五条指出：“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本辖区内停
车场管理工作，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对街区内机动车违法停放开展
巡查和执法。”新北区先行先试，在三
井街道率先开展联合执法试点，严查
人行道板乱停车，整治机动车任性开
上马路牙子违停的问题。

新北区住建局城市管理处处长周
俊介绍，由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
新北区交警大队进行联合执法，目前
在通江路、太湖东路、兴业路、燕山路、
秀山路、巢湖路6条道路进行试点。
综合行政执法局队员发现违停情况
后，按照规定拍摄取证，通过“违法处
罚”微信小程序进行信息录入，由上级
初审后，传入新北交警大队相关执法
系统，由交警进行二次审核，确认违法

行为。“通过部门联动，加强重点路段
的管控力度，形成工作合力，避免了市
容管理的‘盲区’。”

11月18日起，三井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局通过贴单等方式，在试点道
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温馨告知；11月
25日正式启动联合执法以来，已累
计处罚了五六百起违停行为。下一
步，双方将联合对辖区内路段加大巡
控排查，定期开展“回头看”，避免违
法反弹。“从目前来看，改善效果还是
很明显的，道板违停明显减少。”周俊
说，这一模式将逐步在薛家镇、龙虎
塘街道、新桥街道全面推开，助力道
板违停“清零”。

新北试行联合执法 整治道板违停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