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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芮伟芬） 4月 13日深夜，
狂风大作，一名男子跌落孟津河，抱住
一根桥桩苦苦呼救。航行经过的船主
夏爱平发现后，冒险划着一张泡沫板顶
着风浪奋力靠近男子，将其成功救上了
岸。昨天，夏爱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几乎每年都会遇到落水者，伸手施救
是家常便饭，“我相信做好事会带来好
运气。”

夏爱平是盐城东台人，和妻子共同
经营一艘货船，平时主要往来常州与东
安。4月13日晚9时 20分许，他们驾
船沿孟津河由北向南赶往东安送货，经

过厚庄桥附近时，夏爱平妻子隐隐约约
听到有人在喊“救救我，救救我”。当
时，夏爱平正在船舱休息，听到妻子的
呼喊后，当即爬起身，打开手电筒在漆
黑的河面搜寻，发现船后500米处的桥
桩下好像有个人。

当天，气温骤降，狂风大作，水流湍
急。夏爱平想调转船头靠近落水者，因
水流太急，船无法调头。他立即报警，
将手机交给妻子后，自己穿上救身衣并
带上一件，放下船上的泡沫板，下到河
里去营救落水者。

朝落水者的方向正好是逆风，风

高浪急，泡沫板被打得东倒西歪，夏爱
平不顾危险，奋力朝落水者划去，10多
分钟后，终于划到落水者身边。落水
的是一名男子，身上有酒气，因气温太
低且可能泡在水里的时间比较久，被
冻得说不出话。夏爱平一边鼓励他坚
持，一边给他穿上救身衣，让他抓紧泡
沫板上的绳子，奋力带他划向岸边。

桥桩离岸大约有10米，大浪接连
打来，两人行进十分困难。正在这时，
民警和消防人员及时赶到，抛投出救生
圈。夏爱平将救生圈套在落水者身上，
岸上救援人员很快将落水者拉上了岸。

见落水者平安获救，夏爱平调转方
向，朝自己的货船划去。尽管是顺流，
但他也用了半个多小时才靠近船，被妻
子拉上船后，已经筋疲力竭无法动弹。

“救人的时候只想着‘快一点快一
点’，放松下来后才发现划回去真的好
累！”夏爱平告诉记者，他今年50岁，
做船运已经20多年，这两年主要生活
在常州一带。“人命关天啊，看到了肯
定要救。”夏爱平说，因为跑船的缘故，
他几乎每年都会遇到落水者，伸手施
救是家常便饭，“我相信做好事会带来
好运气。”

风高浪急，他划着泡沫板救起落水者

本报讯（何一智 许亦皎）“这是我
们准备的一点心意，感谢您对疫情防控
工作的理解和支持！”4月18日，在常州
G42横山收费站出口处，来常的货车司
机们收到了“爱心包”。这批“爱心包”共
1000份，由常州经开区总工会和横山桥
镇总工会共同捐赠。

疫情期间，货运物流是保障社会物
资正常运转的重要依托，货车司机也成
为民生保供的重要力量。面对防疫工
作，货车司机们积极配合，但他们的工作
和生活也面临着多重风险和挑战。在此
背景下，常州经开区为过往货车司机停
车、休息、就餐、洗漱、如厕等提供便利。
此次的1000份“爱心包”内，有防疫用
品、食品、饮用水、风油精等物资。

“我是从镇江来的，在常州装货后就
回去。感谢常州对我们司机的关心，提
供这么实用的物资。”货运司机孙亚东拿
到礼包后，连声道谢。

1000份“爱心包”
送货车司机

本报讯（芮伟芬）车辆更新换
代快，有些市民将长期不用的汽车
停在路边，结果成了不法分子眼中
的“香饽饽”。日前，溧阳市公安局
古县派出所循线追踪，破获盗窃“僵
尸车”系列案件，多人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
查中。

3月11日，溧阳人潘某外出散
步，突然看到两人想要拖走他停放
在路边的废旧汽车。潘某上前询
问，两人自称是收废品的，说车主已
把这车当废品卖给他们了。潘某一
听，立即报警。古县派出所民警很
快到场，经侦查，确定有多次盗窃前
科的余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3 月 24 日，民警将余某抓获
归案。到案后，余某如实供述了
自己多次盗窃路边废旧车辆的犯
罪事实。

原来，今年3月以来，经济拮据
的余某盯上了路边无人看管的废旧
车辆。他认为这些车辆没人管，即
使偷走也不会引起注意，于是联系
废品收购站，将其拖走变卖。目前，
余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无独有偶。2月24日，溧阳市
民刘某向古县派出所报警，称其停
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
刘某有2辆摩托车，长期停放在阳
光巴黎小区地下车库内。2月24
日，他突然发现摩托车不见了，以为
是被小区物业清理掉了，向物业询
问后才得知没有这回事。

民警调查发现，2 月 24 日下

午，有人骑着一辆三轮车载着2辆
摩托车离开小区，其中一辆摩托车
正是刘某的。民警循线追踪，在附
近村庄抓获了从事收购废旧物品生
意的嫌疑人姜某。姜某交代，这些
旧摩托车是他向另一名男子购买
的，从该男子处他先后多次收购了
多辆旧摩托车。

根据姜某供述，民警最终将嫌
疑人吕某抓获。经讯问，吕某如
实供述了自己多次盗窃摩托车，
并将这些车辆以废品出售获利数
千元的犯罪事实。原来，吕某认
为地下车库内长期停放的摩托车
无人看管，并且价值不高，即使被
盗也不会有人追查，于是动起了
歪脑筋。目前，涉嫌盗窃的吕某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姜某因收购赃
物被行政处罚。

警方表示，废旧车辆虽然价
值不高，但被盗后影响不小，未注
销的车牌以及发动机如被他人随
意使用，会给道路安全及车主自
身造成不小的麻烦。为此，警方
提醒，“僵尸车”占用车位、妨碍交
通出行、影响市容市貌，如果车辆
已达到报废标准，车主应及时到
交警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未达报
废标准但长时间不使用的车辆，
还请广大车主规范停放，不要长
期侵占公共道路资源和公用停车
位。任何人都无权私自使用或转
卖无主车辆，让废旧物品回收人
员上门收购“僵尸车”“无主车”属
于盗窃行为。

警方：车辆弃置不用请尽快报废

蟊贼盯上“僵尸车”

本报讯（邹丽娜 汪磊）4月13
日，新北区百丈派出所民警何涛收
到市民黄先生送来的一面锦旗，感
谢他和网格员周春洪帮忙解开了车
辆莫名被砸的谜团。

4月5日，黄先生报警，称其停
在自家楼下的汽车后引擎盖和后保
险杠被砸。民警何涛立即赶至现场
展开调查。据黄先生讲述，3月底，
他汽车的后挡风玻璃就被砸过一
次。因事发地附近没有视频监控，
他只能自认倒霉。没想到，4月5
日，他把车停在自家楼下，竟又被砸
了。这次，他选择了报警。

根据车辆受损情况和被砸位
置，何涛判断是空中坠物导致，且
涉事楼层不会太高。于是，他和周
春洪对正对着车辆的这幢楼的住
户挨家挨户走访，并将情况反映给

物管，让物管加强宣传高空抛物的
危害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人排查到
5楼一住户时，发现该户主人张某
神色紧张，说话支支吾吾。细心的
何涛发现，该住户客厅里有一些啤
酒瓶，随后到房间的窗户往下看，发
现窗户正对着被砸的汽车，窗台上
还有几个啤酒瓶盖。

在法律宣传和思想教育下，张
某承认自己在家喝酒后随意将酒瓶
扔到了窗户外面，并非故意要砸黄
先生的车，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
意，并赔偿了黄先生的损失。

警方提示：高空抛物属于违法
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从建筑物
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
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汽车莫名被砸
民警解开谜团

本报讯（李文霞 汪磊）曾经轻信高
收益投资被骗了7万多元，如今居然有

“审查小组群”开始返还？原以为可以挽
回损失，结果掉入一个更大的陷阱。

4月15日中午，市民吴某到小河派
出所报警，称自己在网上平台退钱时被
骗25万余元。原来，2017年，吴某在某
投资平台购买了理财产品，2018年该平
台被查封，吴某在平台内还有7万多元
无法提现，直到最近被拉进一个名叫“审
核小组16群”的QQ群里。有人在群内
说可以按步骤操作退款，吴某便问对方
如何操作，对方发来一张截图，还称查了
一下可以返还吴某80902元。吴某决
定试一下，根据对方的要求扫码进入“外

汇投资”网页。客服让吴某先交一笔
14709元的税，钱交完后，对方又称要

“对冲”，吴某便又转了 80902 元给对
方。正当吴某以为可以将平台内的钱都
提出来时，对方又称吴某操作失误，银行
卡号输错，要重新“对冲”，金额变成
161804元。提现心切的吴某就这样一
步步掉落陷阱。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不要为了赚取
所谓高额利息，轻信网上一些投资平
台，将自己的血汗钱全部投进去。在遇
到退款返现等情况时，一定要辨别真
伪，拨打官方电话或者通过正规渠道进
行了解核实，不要轻易向陌生人转账，
以免被骗。

男子掉落平台退款骗局
本报讯（施渊 秋冰）记者4月

15日获悉，金坛区启动露天烧烤
整治行动，对违规露天烧烤行为发
现一起，处置一起，助力大气污染
防治。

据金坛区城管局介绍，近期天
气渐暖，露天烧烤现象又有所抬
头。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油烟扰民，
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金坛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各
派驻中队，对全区露天烧烤整治情
况进行“回头看”，重点对辖区内烧
烤店违规占道经营和油烟污染进行
突击检查，并向经营户宣讲大气污
染防治相关政策法规，督促经营户

履行市容环卫责任，坚决遏制露天烧
烤、油烟污染环境等乱象反弹，实现夜
市烧烤室内化。

下一步，金坛区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将严格贯彻落实省、市、
区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管控行动
工作部署，坚持巡查管控，以网格化
巡查机制为依托，落实辖区夜间常态
巡查机制，实现露天烧烤常态长效管
理；坚持法治思维，不定期组织露天
烧烤“回头看”整治行动，依法严格查
处露天烧烤等违法行为，并加强与住
建、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联动配合，形
成管控合力，促进市容秩序更加规
范、空气质量更加清新。

金坛整治露天烧烤

志愿者在向货运司机发放“爱心包”。 夏晨希摄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16-2

注：原定04月20日08:20-16:40停电：
10kV红河线上弘云峯苑1号中间变电所：仁
和路1号柜1110开关前段停电撤销；

原定04月20日08:20-16:40停电：
10kV清湾线19号杆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04月 20日 08:30-15:30停电：
10kV常青线牟家头支线21号杆电缆引线后
段停电撤销；

原定04月 20日 08:30-15:30停电：
10kV常青线武城村委配变停电撤销；请以上
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4月20日08:00-13:00停电：10kV钢
扣线东方大道41号环网柜：岳杨路#1柜1120
开关至邹新花园#3中间变电所：岳杨路#1分
1110开关（停电范围：佳华商业管理、邹区镇
人民政府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8:20-16:40停电：10kV薛河线薛家云
河路#1环网柜：薛家云河路#2柜1120开关至
1号杆（停电范围：黑牡丹建设投资、千红生化
制药股份、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浪药业等新
桥、薛家等相关地段）；

04月21日08:00-15:00停电：10kV金
科线北郡花园1号中间变电所：辽河路9号柜
12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国展物业服务、绿
韵置业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龙南线通江大道#33环网柜：龙南
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腾龙苑部分、城
市照明管理处等新桥、三井、龙虎塘等相关地
段）；

08:20-16:40停电：10kV华山线8号杆
至华山路5号环网柜：华山路#7柜1110开关
（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处等三井等相关地
段）；

04月22日07:30-12:30停电：10kV河
镇线通达A13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强生制

药机械、通达医疗器材、宝华干燥机械等郑陆
等相关地段）；

07:50-15:30停电：10kV云薛线全线（停
电范围：未名生物医药、康思特科技产业园发
展、药物研究所等新桥、薛家等相关地段）；

10kV谢庄线全线（停电范围：兴和制药
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8:30-15:30停电：10kV旺田线绕城高
速C182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铸赢机械制造、
高速公路管理、澄武有色铸造压铸厂等薛家等
相关地段）；

04月23日08:00-15:00停电：10kV竹
南线竹林南路#6环网柜:竹林南路#3柜1120
开关至红梅西村83幢230开关至竹林南路#
2环网柜：竹林南路#3柜1110开关（停电范围：
康云明居部分、红梅新村部分、消防救援支队
等北环、红梅等相关地段）；

04月24日08:00-15:00停电：10kV太
阳线巢湖路28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星海银
园部分、延陵物业服务等河海、三井等相关地
段）；

10kV奥园线薛家变至聚怡花园#1中间
变电所：黄河西路#4柜1110开关至黄河西路
#9环网柜：黄河西路#8柜1110开关（停电范
围：佳安物业管理、排水管理处、薛家镇人民政
府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4月25日08:00-15:00停电：10kV薛
河线薛家云河路#2环网柜：薛家云河路#1柜
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百康特医疗器械、
药物研究所等三井、薛家等相关地段）；

10kV仁和线全线（停电范围：国展物业
服务等新桥等相关地段）；

04月26日08:00-15:00停电：10kV戴
辽线辽河路#1环网柜：辽河路6号柜1160开
关前段（停电范围：新科创科技发展等新桥等
相关地段）；

08:20-16:40停电：10kV塑化线27号

杆至通江大道#30环网柜：通江大道#31柜
1110开关（停电范围：藏龙苑部分、龙虎塘商
城部分、常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龙虎塘等相
关地段）；

08:20-17:40停电：10kV九北线扬子达
A1143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振磊纺织等奔牛
等相关地段）；

04月27日07:30-16:00停电：10kV
纺织线金日印染347开关至新堂路15号环
网柜：纺织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浩绅服装
水洗、万翔房地产、金日印染等青龙等相关地
段）；

08:00-15:00停电：10kV薛北线戴墅
变至玉龙路7号环网柜：玉龙路12号柜1120
开关至玉龙路#4环网柜：玉龙路8号柜1110
开关（停电范围：未名生物医药、扬子江药业集
团江苏紫龙药业、城市照明管理处等新桥、薛
家等相关地段）；

10kV红塑线木清路#1环网柜:七棠花园
#1柜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嘉宏七棠部
分等永红等相关地段）；

08:20-17:10停电：10kV芳茂线邵家
庄519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金成信德钢管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0kV大宁线常焦路2号环网柜：大宁线
出线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申浦体育用
品、双灵纺织品、朗旭节能科技等郑陆等相关
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4月20日08:00-16:00停电：10kV蔡

歧线郑陆东古南村配变、郑陆东古七队变配变、
郑陆潘家灯总2号配变、郑陆梧岗村西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景园线孟河建
材厂配变；

12:00-17:00停电：10kV机床线凌家吴
家塘配变；

12:30-17:30停电：10kV立新线五星

新民白二队配变；
13:30-16:30停电：10kV体育线木梳

路199号配变；
04月21日07:00-17:00停电：10kV

青城线魏村长沟肖配变；
10kV西浦线江西配变；
08:00-10:00停电：10kV陈墅线双坝

北店村配变（临检）；
10kV孝都线魏村合新村委配变（临

检）；
09:00-11:00停电：10kV孝都线马杭

配变（临检）；
10kV龙三线顾村站配变（临检）；
13:00-15:00停电：10kV灵宝线安家

殷家塘配变（临检）；
08:00-12:00停电：10kV新池一线谈

家塘配变、汤庄西野田配变；
10kV奔镇线奔牛运南配变、奔牛戏院

弄配变、奔牛平台口配变（临检）；
08:00-16:00停电：10kV常青线郑陆

青松磨大墩配变、郑陆武城二队配变、郑陆
武城塘下头配变；

08:30-14:30 停电：10kV花中线 55
号杆花园54幢支线；

04月22日08:00-12:30停电：10kV
学府线学府路#1环网柜：洗涤支1150开关
后段（临检）；

08:00-14:00停电：10kV戚北线猪婆
滩配变；

10kV宋塘线胡庄八队配变；
10kV新池二线汤庄钱家塘配变、汤庄

窑端上配变、汤庄中仁庄配变、汤庄曹家
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广成线696
开关支线9号杆清潭4幢东支线侧后段；

10kV涛苑一线西林东岱前后蒋配变；
08:30-13:30停电：10kV香江一线花

园15幢配变；
10kV南庄线13号杆观里阳光支线；
08:30-14:30停电：10kV广成线696

开关支线13号杆清潭7幢支线；
09:00-15:00停电：10kV关帝线群星

车业支线1号杆后段；
04月23日08:00-10:00停电：10kV

前舍线安家中汤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九南线九里

镇九里村委奔牛九里村委配变；
09:00-11:00停电：10kV魏村线魏村

夏家配变；
04月24日08:00-16:00停电：10kV

浦前线税干培训中心配变、浦前镇老街
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申江线孟河
万绥五桂墩西配变；

04月25日08:00-12:00停电：10kV
黄山线孟河汤家孙巷里西配变；

10kV墩子线孟河斜桥七队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石埝线郑陆

石埝朱家村配变、郑陆石堰村中配变、郑陆
石堰桥南配变；

13:00-17:00停电：10kV小湾线孟河
大树龚家西配变；

10kV九龙线孟河庙边村委东配变；
10kV墩子线孟河斜桥电站西配变；
04月26日08:00-12:00停电：10kV

青城线观里新居西配变；
10kV金樽线孟河东尧桥头配变、孟河

石桥村中心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新池二线后

德裕塘配变、汤庄后二队配变、汤庄前三队
配变、汤庄沈家湾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墩子线孟河
斜桥乐园西配变；

09:00-11:00停电：10kV凯旋二线凯

旋城#7变电所#2配变#2避雷器102开关
后段；

13:00-17:00停电：10kV茅庵线孟河
茅庵吉利南配变；

10kV仇巷线孟河董家新村西配变；
14:00-16:00停电：10kV武院线县北

19幢配变；
04 月 27 日 08:00- 12:00 停 电 ：

10kV安家线春江安家杨巷周巷里配变；
08:00-13:30停电：10kV灯溪线邹

区岳溪城墅配变；
10kV殷村线邹区泰村杏塘殷塘配变；
10kV新市线邹区泰村港口前河村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董墅线郑

陆董墅钱家头配变、郑陆后董墅配变、郑陆
前董墅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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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户公示
由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黑

臭河道整治—江边污水处理厂管网完善工程奔牛天
禧路、星月路等污水管道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
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
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4月11日至2022年5月10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反映。联
系电话：0519-85127170。

特此公告。
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9日

旺铺出售
低价带租出售，常州市北直街商办房，底层是信特超市，出售第五层整

层/总七层，550㎡，长期稳定的租户，租金收益稳定，未来肯定拆迁，升值空
间无限，绝对值得投资，包过户价7500/㎡。联系电话：13584552584

超低价带租出售
常州市南大街步行街商务馆第四层三套房屋，面积：450㎡，42㎡，50

㎡，长期老租客，租金收益稳定，现在年租金收益20万，带租出售，包过户
价格7500/㎡，价可议，市中心升值无限，绝对值得投资。

联系电话：13584552584

常州亚联机械电子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请债权人于见
报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逾期作放弃处理。特此公告

常州亚联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

销户公示
由江苏天启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启凯德

胜改扩建项目仓库三、泵房及消防水池项目已竣工验

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

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4月19日至5月

19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反映，联

系电话：0519-85127170。

销户公示
由江苏奥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高性能聚酯泡沫产业化项目装修和消防改造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

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4月19日至5月19日），如有异
议，请向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85127170。

声明作废
86603740

△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遗失25520838号江苏省
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声明作废。
△郑立岩遗失O320253837号出生医学证明，声
明作废。
△李心怡遗失P320816597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
作废。

△常州市天宁区天宁水门桥面馆遗失320402000201704280012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声明作废。
△徐勇江遗失2007年1月2日签发的320821198008260912号身份证，声明作废。
△钟楼区永红王绘弟副食品店遗失320404100857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声明
作废。
△常州景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天宁区天宁鼎立农家乐菜馆遗失320402000201705160058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声明作废。
△陆俊江遗失2022902229435号常州工学院就业协议，声明作废。
△史美丽遗失320404000201807020022号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奚霖遗失32045100号人民检察院工作证，声明作废。
△江苏齐晖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