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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47-2

注：原定11月22日07∶00—12∶30停
电：10kV张家线西林张家电站配变停电时间
更改为11月22日12∶00—17∶30；请以上线
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1月23日08∶00—14∶00停电：10kV西
园线城北变至博爱路3号环网柜：博爱路#4柜
1110开关至金桥中间变电所：博爱路#4柜
1110开关（停电范围：聚和家园部分、西园村
部分、北直街小区部分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大坝线天山
路中454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华瑞福海电子
科技、银河电器、腾普精机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1月24日08∶00—15∶30停电：10kV文
笔线武青路#1环网柜：文笔线出线1130开关
至武青路231开关（停电范围：儿童医院、乔治
亚花园酒店、常州市公安局等天宁、北环等相
关地段）；

11月26日07∶30—13∶30停电：10kV飞
东线丽华北路#2环网柜：飞东线出线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红梅西村部分、红梅新村部
分、红梅实验小学等红梅等相关地段）；

11月27日07∶30—13∶30停电：10kV芮
家线龙江路#8环网柜：岳东电站支113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环星物资、五星街道办事处等

北港等相关地段）；
11月27日06∶30—11月28日20∶30停

电：35kV魏水线、35kV翻水线；
11月27日07∶00—11月28日18∶00停

电：35kV小松线；
11月28日07∶00—15∶30停电：10kV丽

二线四药厂北C1139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茶
山街道办事处等茶山等相关地段）；

07∶30—15∶00停电：10kV宏浩线长源
电子29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昌雅电子、盛霆
机械、松鸿回转支承等三井、河海、新桥、薛家
等相关地段）；

10kV乐山线黄河变至诚德元件133开关
至大坝村委B1707开关（停电范围：周氏电子
设备、弘盛达电子设备、三惠技研等三井、新桥
等相关地段）；

07∶30—19∶30停电：10kV万博线全线
（停电范围：北岸城综合商场管理服务、欣祥物
业等天宁等相关地段）（临检）；

08∶00—14∶30停电：10kV泰村线于家
B1211开关至后朱V1228至后姚村B1082开
关至泰村花园#1中01开关（停电范围：星港
置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0kV文昌线港口金鸡山V1431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刘巷村委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9∶00—18∶30停电：10kV圩东线40号

杆至智前圩高家G1982开关（停电范围：新农
大楼部分、常丰电子科技、新毅纺织等春江、圩
塘等相关地段）；

11月29日07∶30—15∶30停电：10kV茶
山线和平中路#3环网柜：和平中路#4柜112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华润置地等茶山等相关
地段）；

11月30日07∶30—13∶30停电：10kV
电视线陈渡苑V12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城
市照明管理处、陈渡村民委员会等永红等相关
地段）；

07∶30—17∶00停电：10kV卜泰线14
号杆前段（停电范围：铭慧投资发展等邹区等
相关地段）；

10kV鑫海线全线（停电范围：邹区水务
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邹新线东方
路7号环网柜：邹新线出线112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广达电子、铭源消费品市场、华联医疗
器械集团股份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09∶00—17∶00停电：10kV尚德线17
号杆后段（停电范围：朗华电子、诚友弹簧、元
宏齿轮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1月22日12∶00—17∶30停电：10kV

张家线西林张家电站配变；

11月23日07∶30—15∶30停电：10kV兰
陵线工人村南支线17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景园线127号
杆支线侧、109号杆支线侧（临检）；

10kV文杰线郑陆横沟21队配变（临检）；
08∶00—17∶00停电：10kV空港一线奔

牛民生东配变；
10kV龙苑线龙虎塘镇北配变；
11月24日08∶00—15∶00停电：10kV景

园线渡善村支线8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临
检）；

08∶00—17∶00停电：10kV塑化线龙虎
用电站西配变；

12∶00—17∶00停电：10kV兆丰线曹家
弄配变；

16∶00—16∶30停电：20kV重工线天逸
城#2变电所∶#2配变、#4配变；

11月25日07∶00—18∶00停电：10kV翠
家线翠竹#20变01开关后段；

07∶30—15∶30停电：10kV羌西线郑陆
羌家刘家带配变；

11月26日08∶00—15∶00停电：10kV赣
江二线春江小学支线5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临检）；

08∶00—17∶00停电：10kV汤新线薛家
丁家江阴坝东配变；

11月27日07∶00—12∶30停电：10kV丽
华线朝阳64幢支线1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朝阳70—1幢支线1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朝
阳61幢支线2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朝阳96
幢支线1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12∶00—17∶30停电：10kV丽华线朝阳
122幢支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朝阳127
幢支线1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朝阳61幢
支线8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朝阳61幢支
线1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1月28日07∶30—15∶30停电：10kV浦
前线煤气站支线2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孟庄线B1637开关支线8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08∶00—16∶00停电：10kV北港线新闸
陈家村西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后枉线新沟
村委支线2号杆后段；

10kV焦镇线73号杆梁思桥支线支线侧；
11月29日08∶00—14∶00停电：10kV博

精二线37+1号杆支线侧；
08∶00—17∶00停电：10kV高德线浦河

西街配变；
11月30日07∶00—17∶00停电：10kV

王下线汤庄张公桥小学配变；
07∶30—15∶30停电：10kV奔镇线敬老

院配变支线24号杆加号侧；
08∶00—17∶00停电：10kV高德线浦河

西庙配变；
15∶00—15∶40停电：20kV祥龙二线馨

河郦舍#1中间变电所2号配变、馨河郦舍#2
变电所4号配变、馨河郦舍#3变电所4号配
变、馨河郦舍#2变电所2号配变、馨河郦舍#
3变电所2号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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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烟专〔2022〕公字第20号

2022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18日，常州市烟草
专卖局稽查人员对安能物流、京东快递、申通快递、圆通快
递、中通快递依法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装有卷烟的包裹
若干个，单号为：300524432491、300524432505、500068
209368、500072686238、JDVE06090518899、77600874
6243132、776008781447752、776008771734120、77600
8710898689、776008785184309、YT6863548284539、
YT6863542149713、YT6863548283548、YT686353977
5833、YT6863539779639、78629493304437、786294914
35989。

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
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如货主逾期不
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公 告
常州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

局申请，拟对常州市新北区衡山路以西、
汉江中路以北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320400202040093号）进
行变更。经审查，变更内容符合相关要
求，请该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到三井街
道办事处公示栏、项目现场，或登录常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网址：http:
//zrzy.jiangsu.gov.cn/cz）查看常州祥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衡
山路以西、汉江中路以北地块项目工程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的批前公
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11月21日起至
2022年12月1日止，公示期间如有意见
或建议可向我局行使陈述申辩权。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1日

寻找家人
无名，男，约40岁，身高167cm左右，

精神异常，哑巴，无法正常交流，2022年7
月14日常州市武进区鸣凰派出所送入常州
市德安医院。

销户公示
由江苏金沙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研发车间、车

棚项目(房建类工程)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月22日至12
月21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工程管理服
务中心反映，联系电话：0519-85175621。

△如皋市人民政府如城
街道办事处遗失常州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
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代

码:032001900105，票 号:91803675，金 额
24500元，声明作废。
△王丽君遗失320404000201801090004号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赵鑫峰遗失20010237号常州工学院学生证，
声明作废。
△金雯煕遗失T320684219号出生医学证明，

声明作废。
△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遗失江苏省暂扣款（物）
专用收据一张，编号：NO0400005750，声明
作废。
△常州婷轩五金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编号：320402000201606080110、3204020
00201606080111，声明作废。
△赵宇遗失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证，级别：中级
职称，取得时间：2015年4月2日，原证书编
号：CP20150200051，声明作废。
△常州百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声明作废
86603740

由江苏秋伟衡达森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生
产15000台减速机及5000件零部件1#—3#厂
房、门卫及变电房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已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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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1日至2022年12月20日），如有异议，请向常
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处反映，联
系电话：0519-86318226。

江苏秋伟衡达森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1日

销户公示

销户公示
由江苏龙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北郊新村路（崇文路—健身路）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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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至

2022年12月21日），如有异议，请向常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处反

映，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公 告
劳动东路北侧、优胜路西侧(DN040210—01)地块项目已于2021年10月13

日审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于2021年10月22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
第320402202100070号），后于2021年12月16日取得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决定书
（资规变1—2021—0020号），现常州隆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对该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变更，经我局审查，符合相关要求。因建设单位申请变更
内容调整，原2022年9月9日—2022年9月20日的批前公示内容作废，现根据新
的申请变更内容按程序重新进行批前公示，请相关利害关系人到该项目现场或登
录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网址http://zrzy.jiangsu.gov/cz/），查看《劳动东路
北侧、优胜路西侧（DN040210—01）地块（一期）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2
批前公示图》并行使陈述申辩权。公示时间2022年11月22日—12月2日。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2日

□何嫄 王俊 张琪

深夜时分，多辆非法改装车在天
宁区郑陆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阵阵轰
鸣声惊扰了熟睡中的人们……苦不堪
言的居民报警后，6辆“炸街车”被交
警当场抓获，在进行相应处罚后，驾驶
员也被责令尽快将车恢复原状。

据了解，多辆“炸街车”驾驶员的
年龄大多在20岁出头，并不是屡被诟
病的“富二代”，开的也不是被改装的
豪车，日常也较为遵守交通规则，究竟
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了如此举动？

深夜里的“炸街”案件

“郑陆街上，到了晚上有人开车‘炸
街’，来回开，扰民啊！”日前，天宁交警
大队连续接到多起报警，称郑陆街金源
广场附近有人“炸街”，严重扰民。

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定点守候和
动态巡逻的方式，于当晚10点多在一
处交叉路口成功查获改装车辆6辆。

面对交警查验车辆时“改装了哪
些”的询问，6辆车的驾驶员们老实回
答：“一个前挡一个尾翼，排气管就换
了一个。”“轮毂排气改过！”“轮胎只是
加宽了一点点！”

次日，民警依法对6辆“炸街车”
驾驶员处以罚款500元，并责令驾驶
员将车尽快恢复原状，教育他们：“驾
驶非法改装车辆，你在路上享受‘速度
与激情’，却害得别人在床上无法入
眠；你以为‘炸街’拉风，实则‘炸’掉的
是法治意识和公德心。”

改装车辆“炸街”都有谁

“炸街，其实是个网络流行词，指
跑车猛轰油门等故意行为使其发出巨
大声响，驾驶人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旁
观者的举动。”郑陆交警中队中队长赵
鑫介绍，“我们这次抓获的 6辆‘炸
街车’，从调取的路面监控和现场查获
的车辆驾驶员来看，是一群小年轻夜
间开车时想要‘拉风’的感觉而做出了

违反交通法规的事情。”
赵鑫说，郑陆片区是天宁交警管辖

范围中唯一的纯农村区域中队，区域内
居民作息一般都比较早，道路较为空
旷。11月以来，他们已连续查获了两起

“炸街车”，这次的车辆相对较多。
“从我们现场查问情况来看，这群

‘炸街车’驾驶员年龄在20—25岁，驾驶
的车辆均为二三十万元，都对车辆进行
了一定的改装。”赵鑫说，“但他们并不是

‘富二代’，也不是豪车炫富，更多可能是
他们觉得改装车这样的行为比较炫酷。
比如踩油门超车时，往往能够发出轰鸣
声。”但赵鑫也说，从调取的路面监控来
看，这几名驾驶员在其他时段及路段驾
驶车辆时，仍然是相对规矩地遵守着交
通规则，没有出现闯红灯、大幅超速行驶
等行为。

兴趣爱好也要合法合规

“在后续督促这6辆‘炸街车’恢复
原样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猜测，这是

一群对改装车辆好奇的年轻人的偶发
行为，有时可能更多是一种年轻人的
虚荣心和攀比心。”赵鑫说，“作为一种
兴趣爱好，如果是在自家改装车辆不
进入公共道路区域，不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的情况下，无可厚非；一旦改装车
上路‘炸街’，不仅严重影响群众正常
休息，道路上行驶时还存在超速、飙车
等违法行为，会危害自己和他人的生
命安全，不可取。因此，对于‘炸街’这
种把马路当赛道的扰民做法，我们将
持续进行整治。”

他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的规
定，通过改装车辆并“炸街”的，将被处罚
并责令恢复原样；严重干扰及影响他人
正常生活，情节严重的，或构成治安管理
处罚法中寻衅滋事行为，将面临行政拘
留的处罚。赵鑫还强调：“改装车是违法
行为，车迷爱好者需切记。广大市民中
如确有对车辆外观美化有需求的，可以
按照相关规定提前向车管所咨询、申请
并办理变更登记。”

不是屡被诟病的“富二代”，被改装的车辆也不是豪车……

一起案件背后的深夜“炸街党”

本报讯（王红华 秋冰） 记者11
月18日从市劳动监察支队获悉，临近
岁末年初，工资结算将迎来高峰期，为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全
市劳动监察部门开启欠薪维权快捷通
道。劳动者如遇劳动保障权益受到侵
犯，可通过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反映
欠薪情况，市劳动监察部门将在第一
时间优先处理举报投诉，保障劳动者
合法权益。

据了解，如果劳动者诉求涉及工
资拖欠，打开微信扫描文末二维码，并
准确填写拖欠工资单位的名称或项目
名称、实际用工所在地、本人身份信息

及联系方式等。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区
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与非工程建设领域
欠薪，以便劳动监察部门能及时快速为
劳动者维权。

对于上网不便或不会上网的劳动
者，可通过电话方式直接向劳动监察部
门维权，维权电话为12333—5，我市各
辖市区劳动监察部门电话为：市劳动监
察支队0519—86689292；溧阳市劳动
监察大队0519—87269690；金坛区劳

动监察大队0519—82839567；武进区
劳动监察大队0519—86319006；新北
区劳动监察大队0519—88517008；天
宁区劳动监察大队0519—86658709；
钟楼区劳动监
察大队 0519—
88891150。 常
州经开区社会
保障局 0519—
86033761。

市劳动监察部门开启欠薪维权快捷通道

11月13日，钟楼区五星街道龙星路社区
“创意涂鸦艺术活动”迎来第一批十组参与家
庭，孩子们与家长一起，在社区“心灵之约”亲
子艺术涂鸦室中进行了无主题、无规则随意
涂鸦绘画。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挥洒画笔，
绘出内心的真实。

据社区负责人介绍，设计“心灵之约”亲
子艺术涂鸦室，是希望有一个“社区的家”可
以让大家抒发内心的情感。让更多家庭在学
习、工作、生活之余，来到这里探寻自我，感受
大家庭的温暖。

亲子艺术涂鸦室由湖畔自然教育的专业
老师全程设计打造，他们将该空间的涂鸦画板
设计成可反复使用的画框，画布以嵌入的形式
更替。第一轮作品展出一段时间后，孩子和家
长可以将作品拿下来带回家，第二轮家庭将继
续在新画布上进行涂鸦创作。此空间的创设
也是五星街道“人人社区建设工程”系列活动
的实践项目之一。 徐丹 揽澜图文报道

社区里有了
亲子艺术涂鸦室

本报讯（舒翼 王涛 阮茜） 溧阳
男子王某无偿帮朋友代管一笔美元，
结果，一场火灾，美元被烧掉了，双方
为此打起官司。溧阳法院审理后，判
决王某存在没有及时归还的过错，需
要作出部分赔偿。

王某在国外打工时，和李某结识，
并很快成了好朋友。李某回国前，将
3000美元交给王某，委托他将这笔美
元兑换成人民币，但双方并未约定相
关报酬。后来，因为客观原因，王某未
能完成兑换。出于信任，李某请王某
先行保管，他再想其他办法，双方同样
未约定保管费用。

数月后，王某工作的国外超市因
他人纵火发生火灾，损失较大。王某
回国后才告知李某，这笔美元一直放
在超市保险柜内，保险柜和美元均在
那次火灾中被烧毁。李某遂要求王某
赔偿损失。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李某便将王某诉至溧阳法院，要求王
某归还本金及利息共计3750美元。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代为保管这笔
钱之前，双方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李某
也没有向王某支付保管费，所以，李某、
王某之间形成了无偿保管合同关系。

王某工作的国外超市确实因他人
纵火，烧毁面积较大，且是在深夜发现
起火，随身携带钱物逃离现场的可能

性较小，王某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但
王某不能证明保管的美元确实存入保
险柜且在火灾中灭失，同时，在美元不
能兑换后没有及时退还李某，导致这
笔钱长期处于保管状态，王某具有一
定过错。但考虑到王某系无偿帮助李
某兑换美元不成转为保管，其热心助
人的行为应当得到褒扬和肯定，但李
某确实因王某保管不力导致一定损
失，因此，法院酌定由王某承担一定的
补偿责任。

原告李某本应在得知美元不能兑
换后，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尽快收回，否
则会增加王某的保管风险，但期间数
月，李某未主动作为，本身也存在一定
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法院判
决王某补偿李某部分款项。

法官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为他
人无偿保管财物，因财物灭失引发的
纠纷，相似情形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
见，具有一定的教育、防范意义。在为
他人无偿保管财物时，虽是无偿，也应
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避免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导致财物损毁。在有归还
条件时应尽早交由权利人，最大限度
减轻法律风险及道德风险。权利人同
样应积极主动作为，体谅无偿保管人
系热心助人，不应苛责、扩大无偿保管
人的保管责任。

无偿保管的美元被烧毁
法院判决保管人部分补偿

本报讯（记者 汪磊）“慌不择路”
用在这个小偷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他在作案时被人发现后，竟然用身体撞
碎厚厚的玻璃门，上演了一场自残式逃
跑。目前，嫌疑人高某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被盗手机全部追回并返还失主。

事情发生在10月13日凌晨0点
30分，地点是邮电路龙城通讯市场。
值班保安突然听到报警器大作后，边
报警边追赶小偷。小偷见被人发现，
竟然撞碎市场玻璃门逃了出去。

接警后，北大街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经初查，市场有4个摊位柜台
玻璃被砸，共被盗3部手机、1个手机
模型。通过查看监控，民警发现，小偷
作案后进入县直街附近一家网吧后离

开。当天上午11点，嫌疑人出现在一
网吧。民警随即赶到该网吧，一眼就
认出了刚刚包扎好脸部的嫌疑人。

经审讯，嫌疑人高某，24岁，河南
周口人。案发前一天上午，他与女友
吵架时将女友手机摔坏。为了弥补损
失便想到了偷手机。10月 12日下
午，他来到龙城通讯市场转来转去，不
停地做心理斗争，最终决定还是干一
票。于是，他趁人不备躲进了女厕所，
直到夜深人静才出来作案。哪知道，
刚得手就被发现。

近日，龙城通讯市场负责人给北
大街派出所民警送来锦旗，感谢民警
快速出击抓获小偷，为经营户挽回全
部损失。

小偷作案被发现
撞破玻璃门逃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