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一商贸公司“被隶属”
同类的骗子网站起码还有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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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宣称隶属于一家真实存在
的商贸公司，
以此来蒙蔽消费者。昨日，
钟楼工商分局在处理一起新型网络诈骗
后，
发布消费警示：
网购一定要选择具有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网站。
本月初，来自浙江的消费者陈某在
广州一汽配网站定购了一批汽车配件，
付款 660元，直至如今对方尚未发货，
电话出于失联状态，
网站也已无法打开。
因为网站介绍其隶属于我市一商贸公

司，且属于钟楼工商分局永红工商所的
管辖范围，
陈某遂向钟楼工商分局投诉。
工商人员调查发现，我市的这家商
贸公司主营电子产品、建筑材料、
金属材
料的销售，
从未经营过汽配零件，
也从未
开设过分公司，所谓隶属关系根本子虚
乌有。
此外，
通过网络搜索，
工商人员发现
起码还有 9家声称隶属于该商贸公司
的骗子汽配网存在，
如广州华尔祺汽配。

40万零币存兑难倒一家人
跑了20多趟银行也没存完，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耐心为其清点

本报讯 昨天早上，市民张女士致电
本报新闻热线 86606666，要通过本报
感谢建设银行常州分行。张女士说，
自家
厂里收到了 40万元零钱，半个月来辗
转跑了市区多家银行，
直到找到建行，工
作人员不顾辛苦，两天替她清点了整整
5麻袋的零钱。
张女士是本地人，家中经营一家铜
线加工厂。今年 6月初，上海的一个客
户要付货款，但付款方式比较特殊。该客
户支付的 40万元货款均为现金，包括
10多万元 1元硬币和近 30万元五角、
一元的纸币，
五角的更多些。她向客户询
问，得知客户也并非有意刁难，
“这批钱
是外地一家公交公司结给他 们 的 ，共
760万元，40万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无奈之下，张女士开着一辆依维柯货车
到上海提取货款，结果发现 40万元货
款重达 2吨多，车子开回常州时，还压
爆了一只轮胎。
到常州后，张女士一家为了这 40
万元伤透了脑筋。
张女士告诉记者，家人先是试图将
零钱发给员工，结果员工领工资时十分
不情愿，
半个月来也才发了几万元。随后
一家人开始四处联系超市，结果各超市
方面均表示，只要硬币，不要纸币。张女
士一家分头出动，四处找超市兑换硬币。
经过半个月努力，硬币全部花了出去，但
纸币仍剩 10多只麻袋，实在花不出去。
张女士一家商量后，决定将这笔钱存到
银行。
张女士说，
这半个月来，
仅自己就跑
了近 20家银行，但工作人员不是面有
难色，就是婉言拒绝。她介绍，
自己一般
是蹬着电瓶车，车后捆一麻袋纸币，
袋内

抢救动脉割破市民

本报讯“谢谢你郭警官，这个周末
我就出院了！”
昨天下午，
当新北区龙虎塘
派出所民警郭佳得知伤者王女士即将痊
愈时，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挂上电话，
他不禁想起 10天前惊心动魄的那一幕。
当天清晨 6点 40分，
龙虎塘派出所
接到龙虎塘卫生院报警：有一伤员大动
脉出血，情况十分危急。郭佳赶到后发
现，
伤者王女士已神智不清。由于大动脉
破裂，卫生院医生只能做简单处理，鲜血
仍不断涌出，而 120急救车到达现场还
需 20分钟左右，郭佳当机立断协助医护
人员将伤者扶上警车，
迅速往市里赶。从
龙虎塘到市一院平时至少要开 40分钟，
为了抢救王女士，他一路喊话并多次闯
红灯，硬是把 40分钟的车程缩短到 15
分钟。
原来，王女士在龙虎塘家中擦玻璃
时不慎碰到以前开裂的玻璃，大动脉被
割破。所幸送医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童童 尤巧珍"

车库起火

消防紧急疏散
20余人

本报讯 昨天凌晨 4点 30分，钟楼
区泰盈八千里小区一电动车车库着火。
外环路消防中队迅速到场，奋战约 1小
时处置了险情，
紧急疏散住户 20余人。
事发大楼有 13层，车库位于地下
室，
里面停满电动车。消防官兵到场时，
只见黑烟翻滚，飘到了 10多层那么高，
可闻到强烈的橡胶味。
官兵兵分 3路，一路出 2支水枪阻
止火势上延，一路打开排烟设备进行排
烟，
另一路上楼搜救住户。官兵挨家挨户
敲门，
指导被困者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将
20多人安全疏散到地面。
经约 1小时的扑救，
现场成功处置，
未
有人员伤亡，
但有近 10辆电动车被烧毁。
在处置过程中，消防官兵发现，有些
居民面对火情处理不当：官兵到场时，陆
续有居民往下逃，其中竟有人是乘电梯
的；
有些人见烟太浓，
被呛得连连咳嗽也
不敢下楼，
在家坐等救援。
外环路消防中队教导员李鑫介绍，
面对火情，
第一要务就是逃生，只要逃生
通道未被火堵住，就应以最快的速度冲
出来。疏散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千万不要搭乘电梯。 !芮伟芬 徐钏"

工商人员表示，相对于以往的网络
诈骗，
该起案件又有了新的特点，
虽然同
样是虚拟的网站和产品，
却多了
“隶属关
系”，
而被隶属公司是真实存在的。如果
消费者表示怀疑，诈骗分子会建议消费
者通过 114或者工商部门查询该公司
的情况，
从而使消费者产生信赖，
放下警
惕。因此，
消费者最好选择货到付款或通
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
并保留凭证。
!庄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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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吸毒无聊，
丧心病狂找乐子——
—

前女幼儿教师
诱8岁女童吸毒

本报讯 一对男女毒友常在一起吸毒感觉无聊，竟想
看看小孩吸毒后是啥反应。为此，曾身为幼师的女子王某竟
诱骗 8岁的学生陪他们吸食，
致其中毒昏迷。23日，
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通报了一起强迫引诱他人吸毒案。目前，
这对男
女已被刑拘。
陆某是浙江人，在武进大学城附近开店，女儿兰兰 8
岁，
读小学。6月 1日晚，陆某接到兰兰幼儿园时的老师王
某的电话，
称同事明天结婚，
想找个小女孩去做花童。陆某
欣然应允。第二天一早，
王某接走了兰兰。
到了下午 2时许，陆某突然接到王某电话，称兰兰病
了，
在北直街的尚客优快捷酒店里，
让她去接。陆某立即赶
去，发现房间里除了王某，还有一名男子，兰兰倒在沙发上
昏睡。陆某来不及多想，
抱起女儿就去了市一院。
接诊医生一看兰兰的症状，怀疑可能受到毒品侵害，
建
议她报案。局前街派出所民警对兰兰作了尿检，
查出尿样呈
甲基安非他命类毒品（冰毒）成分阳性。
该案被迅速移交到西新桥派出所处理。民警当即赶到
酒店，王某等 2人已经逃离。警方立案侦查，
6月 11日，在
武进洛阳某宾馆将 2人抓获。
经查，王某 28岁，武进洛阳人，曾是武进区某幼儿园
的老师，
1年多前无故辞职，与她一起的男子张某 46岁，家
住勤业。据王某交代，
1年多前 2人因吸毒相识，老是 2人
一起吸，时间长了觉得没劲，张某就提议“找个小女孩来玩
玩”
，
王某于是想到了兰兰。6月 2日当天，
2人将兰兰带到
酒店，在自己吸食冰毒时引诱兰兰也进行吸食，
兰兰吸完后
晕了过去。
得知女儿的遭遇，
陆某懊悔不已。据她称，
她并不知道
王某已辞职，因兰兰读幼儿园时双方常有联系，
她对王某十
!芮伟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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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信任。

有 25捆纸币，
有三四十斤重，
在市区各银
行奔走，
“工作人员一开始看到麻袋会很
高兴，以为是巨款，一看到都是五毛一块
的，
脸色就不好了。”
她回忆说，
半个月来，
帮自己清点存款最多的是永宁欧尚超市
附近的工商银行，一名工号为 07132的
小伙子为她清点了 17捆五角硬币，
共计
8500元。张女士说，
其他银行有的愿意帮
忙清点三四捆，
约三四千元，
有的干脆表
示这样的钱存不了。
23日下午，张女士又带着一麻袋零
钱，前往位于广化桥附近的建设银行常
州分行，
柜员赵蕾接待了她。张女士说，
赵蕾非但没嫌弃，还告诉她不要急，
钱分
几次慢慢存，总能存完，
“说完她就帮我
点钱，点了近两小时，共计 12500元。”
结束后，赵蕾告诉她，以后还可以来存。
张女士十分感动，昨天早上又带了 4麻
袋零钱到建行，因赵蕾休息，
建行先后出
动了 4名工作人员帮忙清点。
昨天下午 2点，记者在建行常州分
行柜台前看到，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全力
点钞，桌上放了数十捆五角纸币。柜员
程梦洲介绍，他们从早上 8点就开始
清点，还送了一部分到金库清点，中间
除吃午饭外，一直没停过。据了解，包
括赵蕾在内的几名柜员均为新员工，近
年来银行从未清点过这么多零钱，最多
时也只不过五六捆，而此次张女士带来
的零钱有 100多捆。不过，他们也表
示，既然客户来存钱，即使再累也应服
务到位。
到昨天下午 3点半，4麻袋零钱全
部清点完，共计 4.
49万元。至此，
张女士
家的 40万零钱终于处理完毕。
!舒泉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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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不对板还有理？

样板间非交付标准
属霸王条款

武进一村委新建豪华办公楼？
记者调查：
原办公室成危房，
新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村委办公室占3间
出，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武进
区洛阳镇瞿家村，找到了老办
公楼。
“这里是上世纪 70年代
造的，
原先是村办企业的厂房，
22日，一网友在本地网络
后来二楼的三间办公室被村委
论坛发帖称，洛阳镇瞿家村委
用来办公。”
据该村一位工作人
利用改建一所宽敞的老年活动
员介绍，
包括走廊、
外阳台总共
中心名义，申请建造了一座豪
办 公 面 积 仅 有 150平 方 米 。
华的村委办公大楼，而且把原 “男厕所很小，女厕所得去外面
来村里由大家集资建造的健身
借用。”
他告诉记者，
条件差一
娱乐广场占用了。
“现如今大楼
些倒也无所谓，最让人担心的
已建成，村委干部迫不及待地
是该房屋已是危房。
要搬入大楼办公，而不是为民
记者在该村委原办公室里
着想把活动中心给创办起来。” 看见，墙上已经出现了不少裂
在网帖中，
该网友还贴上了
缝，在地面上跺一下脚，明显能
几张
“办公楼”
的照片。从照片上
够感受到楼板的震动。
“镇里建
可以看出，该“办公楼”共有三
管所也来看过情况，
让我们在楼
层，
门厅左右各有三间。网帖一
下竖起一根木桩，
支撑起大梁。”

网事揭秘

该村委工作人员表示，
另外没有会
议室也很不方便。
“我们村委下面
有 21个村民小组、
71位党员，每
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和党员活动
时都是借用企业的会议室。”
该网友所称的
“豪华”
办公楼
在武进大道南侧。
该楼共有三层，
从外部看中间为楼梯、
门厅，两侧
的三间房被隔成了大小不等的大
厅和办公室。进门后东侧为
“一站
式”
服务大厅，右侧则为几件空着
的房间，
据介绍，
未来将成为警务
室、调解室，为群众提供计生、政
策、
生产等方面的服务。二楼西侧
三间房间为该村的村委工作人员
办公室，建筑面积相加不超过 80
平方米。其他房间则是档案室、
小
会议室、党团支部活动室和办公
室。三楼西侧目前设置了一个能

容纳百人的会议室，东侧空着的
大厅将建成活动室。
“现在还有一些房间空着，未
来还有不少服务点会加入进来。”
据瞿家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该服
务中心占地面积 448平方米，建
筑面积 1377平方米，近期党员
远程教育室也将搬过来，方便党
员干部、群众进行理论学习和接
受实用技术培训。近期还将成立
农业技术服务点、
专题培训点、村
民接待室等便民服务设施。
在大楼南侧有一排平房将作
为乒乓球室、
健身室向村民开放，
正在进行装修。
“服务中心东面的
土地也基本平整好了，很快就会
建成一块运动场地，还会设置各
种健身设施。”
小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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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样板房货不对板也没关系，只因开发商在合
同中明确了样板房非交付标准？昨日，
钟楼工商分局办结的
一起案件给消费者提了个醒：
购买全装修房时，购房者与开
发商签订合同时尽量要求明确装修项目及标准，对材料品
牌、
档次、规格等要求做出详细约定，
一旦发生纠纷，购房者
就有据可依。
日前，工商部门对一家在钟楼开发区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等活动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公司进行检查时，
发现其与消费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条款
中隐藏着众多霸王条款，其中有一条为：双方确认出卖
人所修建的样板间 /样板区 /示范单位仅作风格展示和
参考之用，对出卖人没有约束力，不属于合同内容，不作为
交付标准，买受人承诺不基于样板间 /样板区 /示范单位
向出卖人主张权利。而按照建设部《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
位实施细则》中规定：居室装修质 量 首 先 应 表 现 在 样 板
间 ， 样 板 间 要 真 实 地 反 映 装 修 档 次 和 装 修施工质量，
交付给购房者的装修质量，不应低于样板间的质量水
平。作为装修质量的衡量标准，样板间在购房者入住之
前不宜拆除。可在实际情况中，很少有开发商将样板间
作为房屋交付标准，更有甚者在交付使用以前已将样板
间拆除。
依据《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钟楼工商分局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
并处罚款上缴国库。
!庄奕 钟工商 黄鹏"

叉车工伪造出门单

新北民警捣毁丹阳飞抢团伙
今年 5月，新北区小河地
区发生一系列飞车抢夺案，虽
然案值不大，但几乎每起案件
都会导致受害人不同程度受
伤，而且作案人员不戴头盔，
气
焰相当嚣张。案发后，新北公安
分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成立
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破。
日前，
涉嫌抢夺罪的刘某等 4人被
新北警方刑事拘留。
民警调取视频发现，这些
飞车抢夺案都发生在晚上 7
点至晚上 9点间，因为天黑视
频并不清楚，受害人也看不清
抢夺人面貌。民警通过大量工
作，终于从孟河镇某村委调取
到 5月 4日一起案件中的一
段关键视频，从中获取了涉案
车辆的清晰图像，根据这一线
索一路追查到丹阳市界牌镇。
专案组分析，涉案人很可能就
在界牌落脚。为了摸清这伙人

的底细，专案组主动与丹阳市
公安局沟通，得知在丹阳市界
牌等地，今年 3—5月类似飞
抢案件多达 20余起，而且作
案手法与小河地区的十分相
似，均为 2名男子不戴头盔开
摩托车飞抢。
如此一来，基本可以肯定
界牌是涉案人员的
“老巢”
。专
案组派出 2名身材瘦小、看上
去像吸毒人员的小河籍侦查员
渗透入界牌地区的网吧、浴室
等外来人员集中区暗访，一周
后侦查员反馈情况：在界牌有
一伙云南昭通籍吸毒人员，他
们以“刘苍蝇”、
“郎情”
为首，
人
人吸食海洛因，由于每人每天
开销要 400多元，他们没钱就
开着摩托车外出飞抢。侦查员
还获取了一条有价值的线
—5月 20日上午，该团伙
索——
一名成员将坐中巴车从界牌到

常州火车站。如果能抓获此人，
就
能获得该团伙更多信息，专案组
于是精心设计了一套伏击方案。
5月 20日上午，在界牌汽车
站，一位黑黑瘦瘦的常州民警化
装成农民工，背着一个鼓囊囊的
编织袋，
跟着该团伙成员上了车。
此人一个人坐在中巴车尾部，不
与他人说话，
身穿黑色运动服、
背
着包等特征也与前期侦查员反馈
信息一致。便衣民警判定其为团
伙成员并且没有同伙，遂发短信
给专案组。当中巴车行驶到我市
运河路时被民警拦下，飞抢团伙
成员葛某落网。据葛某交代，
“刘
苍蝇”一伙共 5人，每次作案随
机组合，5月 4日他和“刘苍蝇”
在小河飞抢了一名女子。
葛某落网后，
5月 22日、
24
日小河地区又连发 2起飞抢案
件，说明葛某的落网并未打草惊
蛇，
也说明该团伙气焰之嚣张。专

案组派出 4组侦查员，对界牌地
区云南人聚集点进行渗透侦查。
连续一周，
4组侦查员化装蹲守，
对骑摩托车到此停留的人进行摄
录，
拍下了近千张清晰图片，通过
葛某辨认很快找出
“刘苍蝇”、
“朗
情”等人，于是该团伙的活动规
律、落脚点被一一摸清。5月 28
日，
专案组决定收网，民警先在界
牌镇一理发店门口将绰号
“朗情”
的郎某抓获，又在一出租屋内抓
获 2名团伙成员。5月 30日，丹
阳警方根据线索将绰号
“刘苍蝇”
的刘某抓获。
刘某、郎某到案后交代，
3
月—5月间他们伙同他人在我市
小河、镇江市丹阳等地作案 20
余起，涉案价值 4万余元，以至
于界牌当地女子独自上街一般都
不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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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运废砂浆95吨

本报讯 因为缺钱，新北区龙虎塘一企业叉车工许某
在听说单位的废砂浆有人回收后，利用企业管理漏洞 3次
伪造出门单，偷运盗卖企业价值 34万余元的废砂浆 95.
8
吨。6月 23日，涉嫌盗窃罪的许某被新北区检察院依法批
捕。
许某在企业主要负责货物装卸，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
业务单位司机刘某，两人商定许某负责偷、刘某负责卖。2
月 25日，许某事先找好货车司机，带其开车进入企业，自
行装了 20余桶废砂浆。随后他来到仓库保管员的办公
室，这里保管松散，各种单子随意放在桌上。许某于是填了
一份出门单交给货车司机，门卫看到单子便放行了该车。
许某落网后交代，从 2月到 4月，他用同样方法作案 3
次，将价值 34.
3万元的 95.
8吨废砂浆偷运出企业，从中
获利 10万余元。直到今年 4月 30日，公司对废砂浆进行
盘点才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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