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工舍路施工期间
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常 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管线建设，2016年
8月 18日起至2016年 8月 31日，工舍路
（兰陵北路—广成路段）进行燃气管道改造
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与畅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在施工期间采
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16年8月18日起至2016年8月
31日，工舍路（兰陵北路—广成路段）半幅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机动车由东向西（兰陵
北路往广成路方向）单向通行。机动车可
由广成路、清潭路绕行。

二、请过往车辆驾驶人注意交通标志
提示，提前减速慢行，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
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二○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控制性详细规划公告
《常州市戚墅堰分区QQ0705、

QQ0706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
复【2016】40号）批复，现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
布，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
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16年8月17
日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规划网站
（www.czghj.gov.cn）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规划网站
（www.czghj.gov.cn）规划公示专栏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规划局详细
规划管理处

联系电话：0519-85682796
监督电话：0519-85682831
联系地址：常州市龙城大道1280

号行政中心2号楼B座210室
邮编：213022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15日

公 告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向我局申请对潞城花苑二期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深化，经审

查，符合相关要求。请相关利害关

系人到该项目现场、街道或登录常

州规划网（常州规划网网址http:

//www.czghj.gov.cn），查看《潞

城花苑二期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深

化）批前公示图》并行使陈述申辩

权。公示时间2016年8月16日—

8月25日。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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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旅行社代办出国签证，不
料签证被拒。消费者让旅行社退回翻译
资料，遭到拒绝后只好向新北消协投
诉。但新北消协调查后认为，旅行社的
行为存在瑕疵。昨天，经调解，旅行社退
回了2800元代签费。

两个月前，孙女士和女儿想出国自
由行，花 2800 元委托旅行社办理两人
的签证。旅行社在合同中约定，拒签不
退任何费用。不幸的是，孙女士两人的
签证未被通过，签证国给出的理由是

“出国目的不明确”，孙女士想查看翻译
资料，以便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出国
目的不明确”，好在下次再办理签证时
更正。但旅行社称，原始翻译资料已递
交签证国大使馆，且大使馆不退档，也
不退签证费。旅行社为了保护委托人
的个人隐私，如果委托人不要求，是不
留底档的。

孙女士遂于近日向新北消协三井分
会投诉。

消协人员认为，按照消法规定，经
营者在经营活动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
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
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予以说明。双方虽然约定了由于
委托方的原因致使被拒签，所交费用不
退，但对于提交资料是否留档却没有尽
到提示义务，虽然旅行社的理由是保护
委托人隐私，但不能完全免除责任。而
且，据消协工作人员了解，旅行社收取
的代办签证费一般包含大使馆收取的
签证费、旅行社收取的代办费和翻译费
三部分组成。此外，网上代办该国签证
的部分商家为吸引客户，也承诺拒签可

以全额退款。
经消协人员多次调解，旅行社最终

同意全部退还代签费2800元。
昨天，新北消协发布消费警示，提醒

广大消费者办理签证注意事项：
应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代为

办理。即旅行社应具有国家旅游局颁发
的具有出境业务资质的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或是省级旅游局颁发的普通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在实体旅行社代办签证要仔细阅读
并认真签订代办合同，约定事项尽量全
面，如：翻译资料是否留存等。

不应套用以往的或他国的签证经验
来办理新的签证。通常签证政策半年左
右一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签证政策，
有的人把亲戚和朋友过去办签证的情况
搬过来，以为事事一通百通，结果往往会
被拒签。

拒签之后最好不要马上再申请。拒
签后马上重新再签，成功率都是偏低
的。签证官相信同事的判断，有拒签章
就是有移民倾向。有过拒签记录的，即
使递交的材料非常完美，超过大部分人
的水平，还是很容易再次拒签。如果两
次签证间隔的时间够长，情况会好很
多。有过三次拒签记录，这样的拒签历
史对今后的任何签证都将产生灾难性的
影响，也就是说，申请人的拒签记录原则
上不应超过三次。

去发达国家不妨先选择团队游。如
果你的职业不够稳定，也没有非常有说
服力的资产证明，想去发达国家旅游，先
选择团队游是一种策略。通过团队游获
得了一两个发达国家签证之后，即使你
的资产和职业证明没有那么优秀，自由
行签证的时候也会容易许多。
（司昌凤 姚莉芸 庄奕13861028908）

新北消协发布消费警示：拒签三次后果会很严重

出国游被拒签，旅行社退回2800元代签费

本报讯 8月14日凌晨4点，在钟
楼区邹区镇前王村委承包鱼塘的蔡先
生遭遇飞来横祸，他养殖的近10亩鱼
塘的鱼苗和大鱼悉数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 30 余万元，令蔡先生心痛不已。

“根据我多年养鱼的经验，我的鱼是被
人药死的！”蔡先生说，他已向当地派
出所报警，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昨天上午，记者与蔡先生取得联
系，据其称，他在前王村承包了近 10
亩鱼塘，经营一家垂钓中心。8 月 14
日凌晨 4 点，他像往常一样早起照料
鱼苗，但眼前的一幕让他呆住了，水面
上漂满了已经死亡的鱼苗和大鱼，白
花花的一片，触目惊心。把死鱼捞上
来大概称了一下，总量约2万斤，直接
经济损失 30 多万元，基本都是青鱼、
草鱼、鲫鱼等垂钓用鱼。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死鱼一部
分被堆放在岸边的树下，一部分已经
清理到拖拉机上准备运走，均散发出

浓烈的腥味。蔡先生回忆，死鱼事件
发生时，河面水质仍然清澈，但水体隐
隐约约散发出一股药味。

尽管蔡先生一家都住鱼塘上，但
夜间没有专人值守看管，鱼塘周围也
没有砌墙，只是用铁丝网进行保护。
蔡先生说，他的鱼塘一直开着增氧泵，
根据他多年养鱼的经验，鱼苗死绝很

可能是有人故意投药造成的。
目前，蔡先生已经向当地公安部门

报警，派出所也委托专业人士到鱼塘现
场采取水样进行分析化验。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邹区派出所，该
所负责人表示，目前水样正在分析中，是
否有人投药尚不能确定，此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小波13337898169 文/摄）

警方已介入调查

2万斤鱼疑被毒死

本报讯 中秋将近，市民马女士
致电记者，称 8 月 12 日，她在武进区
大喜来礼河店买了两块蛋黄莲蓉月
饼，没想到竟在其中一块里吃出了两
截指甲，“这样的早饭太反胃了，令人
作呕。”马女士气愤地说。

马女士告诉记者，武进礼河的这
家大喜来刚开业不久，8月12日一早，
她上班时顺道买了两块蛋黄莲蓉月饼
和其他一些蛋糕、面包当早饭，没想到
吃其中一块月饼时，竟嚼到了硬硬的
异物，马女士吐出来一看，居然是两截
指甲。“当时别提多恶心了，差点把之
前吃的食物都吐出来。”马女士说，以
后再也不敢买大喜来的东西了。

马女士还把这段遭遇发在了微
信朋友圈内，记者从照片上看到，一
块已经吃了三分之二的月饼里掉出
了两截类似“指甲”的物质，着实恶
心。马女士给记者发来了购买月饼时
付款的支付宝账单截图，总价为 61.2
元，支付宝信息显示，这块月饼的确
来自大喜来礼河店。

据了解，近期，常州大喜来负面
消息不断，7 月底曾有市民在网络论
坛爆料称，在该品牌一款名为“长生
果”的食品馅料中吃出了皮革制品。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与武进区大
喜来礼河店取得联系，对方一位郁姓

店长告诉记者，顾客马女士已经打电话
到店里了，“她购买的那种月饼是真空
包装的，由中央工厂制作，而非门店的
员工亲手制作。”郁店长说。

昨天下午，记者赶赴大喜来礼河店
实地调查。该品牌主管产品质量的负责
人张瑶接受采访时称，目前还不清楚指
甲是如何进入月饼内的，企业将对生产
工艺展开自查。

“月饼里出现指甲令我们也很诧
异。”张瑶说，中央工厂对于月饼生产流

程严格把控，首先，人流、
货流通道完全分开，工人
进入车间之前需要接受仪
容仪表检查，尤其是头发、
胡须、指甲等，要求必须清
理干净，更换工作服后才
能进入车间操作。其次，作
为月饼原料的面粉、砂糖、
馅料要经过去包装、过筛
等流程，月饼成型后也将
经 过 220℃ 高 温 烘 烤 两
次，“大部分工艺都由机器
完成，就算混入了指甲，也
几乎不可能保留到产品成
型。”但张瑶也承认，月饼
在生产过程中的确有一个
环节，也是唯一一个环节
由人工操作，那就是投料，

工人用手将食品材料投入成型机器，而
且这一过程并不戴手套。

大喜来方面表示，企业将就此次事
件对生产工艺展开自查，同时希望马女
士提供当天购买吃剩下的月饼，以及吃
到的“指甲”，公司将送到有关部门去进
行检测，查明“指甲”到底从何而来。马女
士表示愿意配合，但她也担心证据被销
毁，希望能找第三方检测机构，当着双方
的面对样品进行封存检测。

（小波/文 图片由马女士提供）

大喜来：不确定来自月饼，但会展开自查

“大喜来”月饼里吃出两截指甲？

本报讯 黄某干活时不慎被下
坠的玻璃割断了手筋，主家认为是
他自己不小心，而黄某认为是窗户
质量有问题，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
交。昨天，经永红街道司法所调解，
黄某获赔8000元。

黄某和李某都暂住在永红街
道，离得比较近。今年，李某买了套
二手房准备落户常州，入住前需简
单装修一下。7 月 13 日，李某请黄
某来干活，在拆玻璃窗时，上层玻璃
意外掉落，黄某右手腕被划出一道
15 厘米长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
李某立即将黄某送到医院，经诊断，
黄某右手腕 3 根手筋被割断，需手
术治疗。7 月 19 日，黄某出院后向
李某索要医药费，李某认为自己已
垫付了2000元，尽到了义务。双方

谈了几次，均不欢而散。
黄某无奈向司法所求助。他

说，因为这次受伤，他花去医药费
1.5 万元，而且手腕留下残疾，影
响干活。李某则称，事发时，黄某
只顾与来家里收废品的人说话，
干活不专心，导致玻璃坠下，责任
应该自负，况且他已经垫付了医
药费。

永红街道司法所受理后及时调
查取证，向双方说明法律法规，指出
李某与黄某构成雇佣关系，对黄某受
伤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黄
某干活时分心，自身也有一定责任。
经积极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李
某一次性支付黄某后期治疗费用、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等8000元。

（芮伟芬13961158906 顾文彬）

玻璃割断手筋
雇主赔偿八千

本报讯 私家车日益增多，小区
内“停车难”问题日益凸显，有些车
主找不到停车位，随意停放车辆，引
起不少纠纷。近日，车主郑先生因为
在雕庄一小区乱停车，汽车遭了殃。

8月7日晚，郑先生到雕庄的朋
友家吃饭，因为是周末，加上小区停
车位少，郑先生在小区绕了两圈也
没找到车位。他估计吃饭也花不了
多久 ，就随便找个空地停了。没想
到，等他吃完饭出来，发现自己的汽
车被人划了一整圈，引擎盖、两侧前
后车门均被划伤，底漆都露了出来。
气愤不已的郑先生当即报了警。

雕庄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赶
到现场，从监控中很快发现了嫌疑
人的踪迹，但由于当时光线较暗，监
控清晰度较低，无法辨别嫌疑人的
体貌特征。监控显示，嫌疑人也是
小区业主，与郑先生的朋友住同一
栋楼。经过民警的走访，锁定了嫌
疑人庞某。

看到民警上门，年近70岁的庞
某坦白了划车的经过。8月7日晚，

喝了点酒的庞某下楼散步，看到一
辆车停在停车场出口。他想起前一
阵儿子的车被堵住的事情，又想到
这几年汽车越停越乱，便借着酒劲
决定给乱停车的人一个教训。庞某
拿起自己的钥匙，绕着车子走了一
圈，划完车后就回了家。

在派出所，郑先生拿出4S店开
具的维修清单，要求庞某支付维修
费 4500 元。经过调解员的耐心调
解，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庞
某主动向郑先生道歉，并一次性赔
偿4000元修理费。

（吴同品18351218505 高雪峰）

私家车堵住停车场出口

老人酒后一怒
绕车划了一圈

本报讯 歌曲《爱情买卖》中有这样
一段歌词：爱情不是你想卖，想买就能
卖。现实社会中，河南人徐某为“彩礼
钱”，先后两次把自己卖了。日前，涉嫌
诈骗的徐某被移交河南警方处理。

河南省镇平县的徐某是位“90 后”，
年仅25岁就把自己的婚姻卖了两次，一
次比一次要价高。8月5日，当她在常州
火车站北广场刚与一名男子确定男女朋
友关系，准备实施诈骗时，被火车站派出
所民警抓获。

自幼丧母，父亲离家出走的徐某，从
小跟随奶奶生活。受经济条件影响，小学
毕业后，她就外出打工。20岁时，她和奶
奶曹某打起了彩礼钱的主意。2011 年
冬，索要5万元彩礼后，徐某嫁给了四川
人李某，生下一子。但好景不长，因感情
不和，她独自回到老家。2013 年 10 月，
又在奶奶的一手包办下，再次索要18万
元彩礼后，嫁给了患有自闭症的男子侯
某。几个月后，不忍丈夫打骂携款逃
跑。2015 年 4 月，侯某家人向公安机关
报案，河南省镇平县公安局以徐某涉嫌诈
骗罪立案调查，对其网上通缉。

（童华岗13813585755 刘付兵 卢艺）

买卖爱情 害人害己

关于工舍路施工期间
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联合通告

常 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管线建设，2016年
8月 18日起至2016年 8月 31日，工舍路
（兰陵北路—广成路段）进行燃气管道改造
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与畅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在施工期间采
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一、2016年8月18日起至2016年8月
31日，工舍路（兰陵北路—广成路段）半幅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机动车由东向西（兰陵
北路往广成路方向）单向通行。机动车可
由广成路、清潭路绕行。

二、请过往车辆驾驶人注意交通标志
提示，提前减速慢行，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
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二○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控制性详细规划公告
《常州市戚墅堰分区QQ0705、

QQ0706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
复【2016】40号）批复，现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
布，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
行监督。

一、公布时间：自2016年8月17
日至规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规划网站
（www.czghj.gov.cn）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规划网站
（www.czghj.gov.cn）规划公示专栏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规划局详细
规划管理处

联系电话：0519-85682796
监督电话：0519-85682831
联系地址：常州市龙城大道1280

号行政中心2号楼B座210室
邮编：213022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15日

公 告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向我局申请对潞城花苑二期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深化，经审

查，符合相关要求。请相关利害关

系人到该项目现场、街道或登录常

州规划网（常州规划网网址http:

//www.czghj.gov.cn），查看《潞

城花苑二期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深

化）批前公示图》并行使陈述申辩

权。公示时间2016年8月16日—

8月25日。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