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纳税人：
为了能够向您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我局将于2014年6月27日18:
00至 6月 30日 24:00对税收征管
信息系统进行升级，届时办税服务
厅、网上办税厅、自助办税终端所有
涉税业务暂停办理（防伪税控发票认
证可正常办理），7月1日恢复服务。

因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升级给您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请提前做好
相关准备工作。

特此公告。
常州市国家税务局
2014年6月26日

常州市国家税务局
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升级公告

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 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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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严防死守拒绝第一次
3名吸毒人员刻骨铭心的教训：交友千万要慎重———

原以为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不自觉偶而为之“一两次”，再后来
纠缠多年渐成瘾。

在钟楼区五星街道司法所和武
进区湖塘镇司法所的联络下，记者
连续采访了3名曾吸毒人员，他们
在他人的引导下轻易尝试毒品，涉
毒都在5年以上。

“就玩一次”
2004年，白某是一家纺织厂厂

长。那天，他约了生意上的朋友玩麻
将，其间，朋友的朋友掏出一个神秘
的小口袋，他听见他们把那里面白
色而发黄的东西叫作冰毒。白某听
说过毒品的害处，而他有意要放纵
自己一下：“就玩一次吧。”

白某说，当时最多只吸食了几
口，而且毫无感觉；没想到，这已经

开始了。
新朋友隔一两个月就揣着冰

毒上门，半年以后，白某就开始想
方设法吸了。渐渐的，白某发现自
己记忆力减退，很容易发脾气。

2007年工厂倒闭，事业失意
把白某推向毒品带来的飘飘然感
觉。他的毒瘾突然加大，开始1
周左右吸食1次。家人因为他游
手好闲经常同他争吵。直至2009
年帮朋友捎带毒品而锒铛入狱，
大家才知道他吸毒多年。

本以为绝不再吃第二次
因为容留他人吸毒，郭某目

前在社区服缓刑，而她的丈夫也
犯同罪在监狱服刑，刚刚释放。至
今，丈夫已经4次因为涉毒受到
刑罚，郭某则是第3次。

1998年，新婚燕尔正甜蜜时，
郭某看到丈夫总是带回一包包的东
西，“几百块，很贵，可很快就没了”，
郭某感到新奇：“那时候有几个人知
道海洛因呢？”丈夫一提议，郭某就
试了一下。“很苦”，郭某说，当时觉
得自己绝不要再吃第二次了。

事实上，之后郭某隔三差五总
得吸上一次。

不久，每天吸毒的丈夫半夜毒
瘾发作，眼泪鼻涕止不住，而且坐立
不宁；而她自己吸不上的时候，也十
分难受，等待他们的是一次又一次
“强制戒毒”。

也是因为吸毒，郭某的丈夫婚
后一直没有工作，郭某也基本依赖
家中老人和亲戚维持生活。

更令郭某夫妇后悔的是，他们
始终没有和涉毒的朋友断绝往来，

也就摆脱不掉毒品。2005年，郭某
的公公拨打110，亲手把儿子送去
强制戒毒和劳教2年；2013年，民
警再次登门———原来，夫妻俩虽然
管住了自己，却让朋友在家中吸毒。

“少吃”根本不可能
“多吸是毒品，少吃是补品。”周

某清楚记得，2005年 12月 25日
晚上，宾馆昏暗的灯光下，他的朋友
给他递来第一口麻古，并这样劝说
他。
当时，他的弟弟也在场。周某甚

至知道，弟弟吸毒多年，为此妻女已
经不认他。

第一次，麻古就让他“上头”，并
不好受。

但那时，周某与妻子情感出现
裂痕，心情很糟，依赖毒品类似于借

酒销愁。周某也坦白：“虽然有自暴
自弃的念头，但绝想不到真的死。”

直到2011年，一个吸毒20年
的朋友死了：“才50多岁，牙齿掉
光，人瘦，临死前心跳过速，还有窒
息感。”当时他感觉自己正在上瘾，
三天两头就想吸食，却不要吃饭，体
重也由正常的 130斤猛降到 100
斤以下。郭某恍然大悟：“就快控制
不住自己了！”

周某如今戒毒3年，体重恢复
到130斤左右。他的弟弟也在戒毒
所进行强制戒毒。他说，吸毒的朋友
骗钱、骗感情；为了远离毒品，他不
会和他们再打交道。

多吸是毒品，少吃是补品———
这句话完全错误，太害人了！一口也
不能沾！

黄钰 司建国 盛芸 虞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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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检查整改
我市部署开展专项行动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检查
整改专项行动。

接下来至9月中旬，我市将以“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要求，通过自查自纠、检查督查、严防严控、总
结提升，集中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堵塞安全漏洞，预防和减少一般事
故，坚决防范较大以上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为即将召开的南京青奥会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此次专项行动将对全市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和所有
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所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道路交
通、建筑施工、城市燃气、消防、水上交通、民爆、特种设备、旅
游、农业机械、水利、民航、铁路、电力、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油气输送管线、非煤矿山、冶金有色等18个重点行业领域，突
出学校、医院、福利机构、商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突出今年以来事故多发地区、行
业领域和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单位。"唐文竹 张国建#

"上接A1版# 也让大平层成为部
分家庭换房首选。在巨凝金水岸，
刚刚缴完两套房款的陈女士表
示，儿子即将回国结婚，计划生两
个孩子，这次给儿子买了一套
400平方米的婚房，另一套268平
方米的，他和爱人住。陈女士还
说，她爱人也是做地产开发的，对
于金水岸关注很久了，前期价格
高，一直观望，现在比普通住宅还
便宜，所以才果断出手。

总价虽高，实际上更实惠
据了解，在同一地段或同一

楼盘，大平层单价通常高于小户
型。这主要是大平层针对的是改
善性人群，他们更在乎品质、配套
等，开发成本更高。比如，在大小
户型混合楼盘，大户型往往占据
着楼盘最佳景观、绿化、光照资
源；而在以大平层为主的楼盘，由
于容积率低、楼间距宽、层高等因
素，成本更高。

而记者发现，在当前市况下，
许多大平层销售单价却低于小户

型，部分置业者选择大平层，往往
也看中这一点。李超分析，由于大
户型总价高，销售周期长，开发商
为吸引购房者，迫不得已“做减
法”，如精装改毛坯、现房销售、加

大折扣等。
李超分析说，大平层放量表

明常州楼市的消费力没有问题，
事实上，近期常州楼市人气及成
交都有回升。同时，他也建议购

房者，投资置业在低迷市道出手是
最划算的，特别是像金水岸这类市
中心稀缺地段大宅，堪称绝版，难
再复制。刘一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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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巨凝金山岸花园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