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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堰镇城管协管员砸伤小贩
当地政府：全力抢救伤者；公安机关：伤人者被刑拘

本报讯 19日下午，武进区雪堰镇
综合市场入口处发生一起纠纷，负责管
理该片区的城管协管员邵某与小贩周
某起冲突，邵某抄起板凳砸中周某头
部，周某当即重伤昏迷。记者昨日从雪
堰派出所获悉，伤人协管员已被刑拘，
受伤小贩被送往位于无锡的解放军
101医院抢救，现已做完手术，但仍昏
迷未醒。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雪堰综合市场。
据了解，不少摊贩和买菜顾客都目击了
事发经过，但大多不愿多说。几经辗转，
记者采访到了一名也在市场内做生意的
摊贩陈女士。陈女士介绍，伤人的协管员
姓邵，50岁，已负责管理综合市场片区

10多年了，受伤摊贩姓周，50多
岁，但不经常到市场摆摊，大约十
多天来一次。陈女士说，事发时约
为19日下午3时50分，当时邵
某从西门进入市场，入口处有包
括周某在内的多辆电动三轮车正
在卖瓜。由于这些三轮车违章设
摊，邵某开始进行驱赶。陈女士介
绍，邵某嗓门大，又与摊贩相熟，
喊了几声后，几个摊贩都推着三
轮车走了，只有周某不走。邵某上
前让周某离开，但遭周某拒绝，
“两人嘴上争了几句，都带了气。”
随后，邵某试图强行推开三轮车
时，将车上的几个瓜碰到了地上。

陈女士认为，邵某的这个动作
并非有心砸瓜。

陈女士说，瓜砸到地上后
破了，邵某也未再争执，便起身
离开，周某看到瓜破了，便追上
前理论。据她介绍，双方在距离
三轮车 5米处的距离开始推
搡，一路拉扯到另一侧商铺门
前时，冲突突然加剧。陈女士
说，双方开始出拳头，没多久，
邵某抄起附近一张麻将桌旁的
板凳，向周某头上砸去，周某当
即头破血流，瘫倒在地。周围摊
贩看到伤了人，纷纷围上前，邵
某见闯了祸，还将周某扶起来。

众人报警后，救护车赶到将周某就
近送往位于无锡的解放军 101医
院抢救。

安徽摊贩孙某向记者介绍，事
发时，他也是违章设摊者之一，但邵
某呼喊后，自己便推着车走了，后来
才知道伤了人。他表示，自己在综合
市场摆摊8年，邵某虽屡次阻止自
己摆摊，但凭良心说，“没怎么难为
过我”。记者随后采访了10余户当
地摊贩，大多数都不愿多说，有两户
外地摊贩表示，邵某为人还行，但也
有一名来此买菜的老者称邵某“为
人较凶，比较霸道。”事发后，当地城
管部门负责人曾表示，邵某拿板凳

砸周某是因为周某先拔了刀，还将
邵某划伤；对此，众目击摊贩表示，
周某确实有刀，用来切瓜，但并未有
人看到他拔刀伤人，也看不出谁先
动的手。

记者随后致电解放军 101医
院，得知周某被送医时伤情严重，现
已做了脑部手术，目前人在重症监
护室，仍处于半昏迷状态，尚未脱离
生命危险。记者从雪堰派出所了解
到，邵某现已被刑拘。

雪堰镇政府一相关负责人表
示，事发后镇上十分重视，专门成立
了工作组，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者。

!舒泉清15961236060"

记车牌助破案获奖1000元
好心市民路遇交通事故———

本报讯 昨天，武进区见义勇为基金
会对一名见义勇为男子王某给予了
1000元奖励，奖励其积极为警方提供事
故逃逸肇事者的信息，促使警方成功破
获一起交通肇事案。

5月19日上午9时许，一名女子骑
着一辆电动车沿湖塘花园街由北向南行
驶至聚湖路交叉路时，一辆同向行驶至
此的白色轿车右转进入聚湖路时与该女
子发生摩擦，致使女子倒地受伤，车辆受
损。此时，白色轿车并没有停车，而是慢

慢地又往前开了20多米，女子以为驾
驶员要停车，可最终驾驶员还是没有停
下来。

女子坐在地上，围观的群众也渐渐
多起来，大家开始帮女子报警，可是女子
却很无助，因为她根本没有看清这辆车
的车牌。就在该女子万般无奈的时候，王
某走到女子身边，说：“姑娘，不要急，我
已经帮你记下了车牌。”王某就在现场陪
着这名女子等交警的到来。

交警来后，王某把车牌和事故经过

讲给了交警。当时他看到了事故经过，只
见女子倒地哭叫，猜想这名女子一定没
有看见车牌，所以他就暗暗帮她记下了。

警方根据王某提供的线索，很快找
到了肇事逃逸的车主李某，李某解释说
自己当时车子是碰到了一辆电动车，只
听到一名女子“啊”了一声，自己已经开
出去一段路，后来想停车，从右侧反光镜
中向后看了一下，没看见人，以为没事就
走了。

!小波13337898169!郑斌燕"

冰毒藏身水果中

我市警方破获一起部级毒品
案，缴获冰毒5.2公斤———

本报讯 为了牟利，毒贩绞尽脑汁，奇招百出，竟将冰毒
藏在水果中进行运输。昨天，市禁毒支队通报破获了一起公
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指挥协调下，联
合深圳、惠州缉毒部门，在广东、江苏两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20余名，缴获冰毒5200余克，毒资5万元，彻底捣毁了一
条长期从广东向我市贩卖冰毒的通道。

目前，该案正在审查起诉中。
去年6月，市禁毒部门在打击零包贩毒过程中，发现

安徽霍邱籍男子郭某长期盘踞在我市从事大宗贩毒活动。
市禁毒支队立即侦查，发现郭某纠集刘某等多名无业人员
组成贩毒团伙，从广东大量购进冰毒在常贩卖。该团伙主要
成员与广东存在定期联系，团伙网络结构复杂，作案手段相
当隐蔽，且毒品资源充足，价格较为便宜。

7月5日，警方成立专案组，对该案立案侦查。市禁毒
支队向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汇报，因案情重大，该案被公安部
禁毒局确立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7月29日，专案组获悉，郭某广东上线指派马仔从广
东运输一批冰毒到常。侦查发现，该“马仔”将冰毒伪装在水
果箱中搬入光华路上的一家酒店后离开，将房卡放在总台。
之后，郭某借口帮朋友取水果，拿房卡进入房间取走毒品。

警方立即布控，依据涉案的程度对团伙成员分批抓捕。8月
27日，毒贩欧某在广东惠州被抓获；8月30日，侦查员赶赴广
东，查清了郭某上家的真实身份为黄某，男，32岁，广东罗定人。

10月12日，专案组会同高新区公安分局抓获郭某，当
场缴获冰毒500克。郭某落网后，黄某和其同伙搬离在常
住所，低价抛售冰毒准备逃跑。警方加紧侦查，经过1个通
宵的守候伏击，10月16日上午成功抓获黄某，查获冰毒
4300余克，毒资5万元。

随后专案组连续作战，陆续抓捕刘某等10余名犯罪
嫌疑人，缴获冰毒400余克。至此，一条罪恶的贩毒通道被
彻底摧毁。 !芮伟芬13961158906!钱洪明"

残疾女婴被弃金坛三院
怪医院产检未发现问题

本报讯 昨日，金坛市民陈
先生向本报反映，在金坛市第
三人民医院，有一名身体有先
天残疾的女婴被父抛弃。

昨日中午，记者赶到金坛
市第三人民医院 4楼病房见
到了刚刚睡醒的女婴。女婴白
白净净，胖嘟嘟的，十分可爱。

杨阿姨是专门负责照顾女
婴的护工之一。她告诉记者，医
院请了2名护工，专门找了间
病房给她们住，奶粉和尿不湿
也是医院给的。杨阿姨给记者
看了女婴残疾的地方，原来她
左腿少了半截，右脚中间的3

个脚趾连在了一起。
其他病房的病人和家属知

道女婴的遭遇后，都十分同情，
陈先生和另外一位阿姨也经常
到女婴的病房看望她。女婴的
病房里还有不少玩具和衣服，
杨阿姨说都是看望女婴的市民
带来的。

昨天下午3点，记者采访
到金坛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瞿
伟。据了解，女婴父亲为金坛本
地人，母亲为南通人。4月27
日，他们首次到金坛市第三人
民医院做产检，在常规的二维
检查下，产检结果显示一切正

常。女婴母亲之前在南通如皋也
曾做过产检，结果也显示正常。由
于常规的二维检查即只包括头
颅、心率、胎盘、羊水及股骨长，而
且二维检查显示的是平面图，因
此无法查出孩子四肢是否健全。
医生建议到常州医院做三维彩超
检查，但他们并未去。

5月6日，女婴出生，先天残
疾，一家人虽然很难接受，但还
是把孩子带回了家。但是没过多
久，他们带着孩子找到瞿伟，认
为孩子在医院产检、出生，但医
院没查出问题，应当负责任。随
后他们把孩子放在院长办公室

的桌子上就走了。没过2天，孩
子的外婆将孩子接走，但6月16
日孩子又被送到了医院，这一呆
就是1周。

昨天下午，瞿伟与女婴家长
进行了协调。他告诉记者，目前孩
子家长已基本同意将女婴接回。
至于责任与赔偿问题，瞿伟说由
相关部门认定，将通过司法途径
解决。据了解，女婴除身体上的残
疾外，还有先天性斜颈，不过并无
大碍。院方介绍，像女婴这种程度
的先天性畸形的概率很小，医院
还没遇到过。

!吴同品18351218505"

前客服盗走4万
网店老板未改密码

本报讯 彭某曾在我市一家网店工作，离职后多次登录
老东家的支付宝账户，将其中4万多元转移到自己的支付
宝账户中。6月20日，天宁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彭某
提起公诉。

去年3月，彭某在我市一家网店找了份客服的工作，
主要负责网店经营、客户沟通与联系。出于工作上的需
要，网店的几个支付宝账户、密码，彭某了如指掌。去年9
月，彭某从网店辞职，可此后一直没能找到合适工作。去
年10月的一天，彭某在网吧上网时瞥到邻座正在网络购
物，突然想到了老东家的支付宝账户。“我用原来的账号
和密码登录，没想到还能登录进去，看到里面有钱，我就
忍不住想转点出来用。”据他交代，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
先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身份证号码及对应的姓名，通过这
些信息在淘宝网上注册了虚假的支付宝账户，用他的话
说就是先注册了几个“小号”，“小号”注册完成后，彭某先
将网店支付宝账户中的钱转移到“小号”上，然后再将这
些“小号”中的钱转移到自己的实名支付宝账户中。彭某
很谨慎，每次转账结束后都会删除转账记录。因担心被网
店发现，他每次转出的金额都不大，一般都是几百元钱。
虽然每次转账的金额不大，但四五个月下来，彭某竟转出
了4万多元。

今年2月，网店老板发现支付宝账户中钱款被莫名转
出，于是报警。 !童童13813585755!曹旭伟 冯艳杰"

溧阳市国土局副局长被判9年半
受贿280万、玩忽职守

本报讯 原溧阳市国土局
副局长钱和金在 10年间，利
用其分管矿产资源监督管理职
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
送财物，合计达280万元。记
者昨天获悉，钱和金因受贿罪
和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9
年半，没收个人财产25万元，
280万非法所得全部退还。

钱和金生于 1954年，溧
阳人，2001年开始担任溧阳国
土局副局长。2012年12月29

日，钱和金主动向溧阳市纪委
投案。去年1月24日，因涉嫌
犯受贿罪，被刑拘。

起诉书指控称，2003年至
2013年间，钱和金在担任溧阳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期间，利
用其负责矿山资源监督管理职
务上的便利条件，在矿山日常
监督管理、采矿权出让、矿区范
围调整、开采期限延长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多
个矿老板贿送的271.8万元以

及价值8万元的香烟票，合计价
值279.8万元。

钱和金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
中对吴某予以关照，并于 2004
年春节期间至2011年9月先后
多次非法收受吴某出于感谢所贿
送的45.8万元。

2010年，钱和金为其女儿钱
某某在北京购房向黄某提出借款
95万元。黄某同意后按照钱和金
的要求将95万元转账至郭某某
的账户上。后钱和金在其办公室

将95万元的借条交给黄某。2012
年1月，钱和金将45万元归还给
黄某。后黄某将95万元的借条归
还给钱和金。至案发，钱和金一直
未归还余下的50万元欠款。

钱和金还因玩忽职守，致使
国家遭受数百万元损失。

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
职守罪判处钱和金有期徒刑 9
年半，并处没收财产25万元，其
退还的 280万元赃款全部上缴
国库。 !小波"

先电晕后拘禁
为讨20余万欠款

本报讯 索要债务未果，男子江某、
杨某、侯某等人采用卡脖子、电棍电击等
手段，强行将溧阳一企业老板史某带至
出租房逼债。直至解救，史某已被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60余小时，体表多处受伤。
6月23日，涉嫌非法拘禁罪的杨某被溧
阳检察院依法批捕。

去年4月，史某向安徽人江某借款
20余万元迟迟未还。去年12月23日凌
晨，江某带着杨某等人来到史某的厂外，
翻墙入厂后众人将正在酣睡的史某一家
堵住，杨某上前一把卡住其脖子，侯某用
电警棍电击史某耳朵，将被电晕的史某
强行拖上车带走。史某被带至安徽郎溪
江某家中，又遭到一顿殴打。次日凌晨，
史某又被他们带至溧阳周城某出租屋继
续看守，直到去年12月25日晚上8点被
公安机关解救。 !童童 张曦文"

偷轮胎送朋友
两男子被判刑

本报讯 两个20岁出头的男子，在
停车场不仅敲窗盗窃车内贵重物品，还
将汽车轮胎卸下盗走，涉案总金额近2
万元。记者昨天获悉，两男子因盗窃
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和1
年4个月。

张某和蒋某是好友。2014年1月上
旬的一天晚上，蒋某驱车载着张某来到
武进区湖塘镇某饭店小聚。酒过三巡，张
某觉得蒋某的汽车轮胎太旧了，应该换
一换。借着酒劲，张某“承诺”偷几个车胎
给蒋某。对此，蒋某并未表示异议。

1月7日晚10时许，2人驾车来到武
进区某停车场内。一圈巡视后，两人将目
标锁定在一辆现代轿车上。张某拿出千
斤顶，走到白色轿车旁，蒋某紧随其后。
据张某在庭审中称，蒋某因手受伤，在整
个盗窃过程中一直在望风，自己将轮胎
卸下后放到蒋某轿车的后备箱里。

盗窃轮胎后，张、蒋两人并未就此收
手，后又作案数起。 !小波 庄园"

金峰水泥厂内
发生交通事故

3人死亡
本报讯 6月22日下午5点10分左

右，在溧阳金峰水泥厂内发生一起非道
路交通事故。一辆重型货车和一辆小型
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型客车内叶某等
3名乘客不幸身亡，4名乘客受伤。

事故发生后，溧阳市政府连夜成立
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开展事故查处和伤
员救治。据了解，货车驾驶员全某今年26
岁，安徽宿州人。目前，全某已被溧阳警
方刑事拘留，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中，善后工作也已经开展。 !小波"

丈母娘和女婿
染毒先后被抓

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

本报讯 结婚前一天，丈母娘就因吸贩毒被警方抓走，
缺席了女儿的婚礼。新婚后半个月，女婿又因容留他人吸毒
而被刑拘。昨天，记者从武进警方获悉，涉案的6名嫌疑人，
3人被刑事拘留，3人受行政处罚。

6月上旬，武进警方巡防大队民警根据线索，在夏溪某
宾馆房间内当场抓获了常州籍男子乔某和王某，两人尿检
均为阳性，民警随后将2人带至嘉泽派出所。

经查，乔某和王某是体校校友，经常在一起打台球、吃
夜宵。后来，因与老婆吵架，王某心情不好，主动要求乔某弄
些冰毒过来吸食，随后近一个月，王某邀请乔某及他人在自
己购置的新房或开好的旅馆房间内多次吸毒。乔某有着吸
贩毒前科，之前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他认识了同是常州人的
吴某，刑释后，乔某一直通过吴某购买毒品。民警还发现，王
某与妻子5月下旬刚结婚，而结婚前一天，丈母娘就因吸贩
毒被天宁警方抓获，王某被抓时刚好婚后满半个月。

当天下午2时许，民警驱车来到天宁区某居民小区。在
一幢居民楼下，一辆桑塔纳轿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根据前
期掌握的情况，确认该车正是毒贩吴某的。半小时不到，一
穿浅色体恤的男子钻进了该车，抓捕民警迅速出击，将车辆
控制。打开车门后，民警发现车里有2男2女。经查，除其中
一女子外，其他3人都被警方带回审查。

当晚，民警在清潭某公交站台附近伏击守候，成功抓获
吴某的上线、有贩毒前科的无锡女子焦某。目前，案件还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小波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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