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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及《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
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中联大厦南侧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内的
房屋实施征收。

一、征收范围：东至正素巷、南至周线巷、西至投资广场、
北至嘉宏世纪大厦及中联大厦（征收范围图详见现场公示）。

二、启征日期：本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三、房屋征收部门：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监督电话：

69661211）。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房屋征收

与补偿服务中心。
五、征收补偿方案：详见现场公示。
被征收人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公
告之日起6个月内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6年11月28日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常天征〔2016〕21号

泸州醇吉庆
508元/箱(6瓶)

五年陈窖
528元/箱(6瓶)

三年陈窖
358元/箱(6瓶)

八年陈窖（铁盒）
840元/箱(6瓶)

六年陈窖
558元/箱(6瓶)

泸州老窖66
600元/箱(6瓶)

八年陈窖（红瓷）
1388元/箱(6瓶)

泸州老窖年份陈窖 买一箱送一箱
订购热线：86811851 400-928-9988 （订购一箱市区范围内免费送货到家）

扫一扫

直接支付

传世浓香 年终回馈

萝卜丝大汤团
荠菜大汤团
原价：22元/盒

20元/盒（9只）
鲥鱼馄饨 手打脆皮年糕手打脆皮年糕 扬州千层油糕扬州千层油糕原价：24元/盒

22元/盒（10只） 12元/盒（12片/360g） 13元/盒（12块）

特推新口味：萝卜丝大汤团
从磨粉到馅料，层层工序都讲究
先说萝卜丝团的这层表皮，是由水磨

粉制成。由于天气寒冷，糯米需要浸泡一
天一夜再轧。萝卜切丝后，必须先晒干，
等做馅时再浸泡使用，这样的萝卜丝才会
爽口。看似简单，花的却都是功夫。

邮政勤业支局 勤业路3-1号 86852734
邮政浦南支局 天宁晋陵南路54号 86651996
邮政晋陵中路支局 中央花园8-1号 88820483
邮政西新桥支局 关河西路214号 86633830
邮政北直街支局 北直街45号 86630223
邮政花园支局 花园新村中心大道2号 83270338
邮政长江路支局 汉江路366号 85101997
常报优购门店 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辅楼111室 8681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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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水通知
为配合轨道交通站台供水管线迁移

施工，我公司定于2016年11月30日（周
三）8时～12月1日（周四）11时对以下区
域暂停供水：1、丽华北路（九龙-常焦线
大桥）2、青龙西路（九龙-龙城大道）3、东
方西路（九龙-章家河）4、飞龙东路（九龙-
竹林南路）5、竹林南路（飞龙东路-康云
名居）6、竹林北路（飞龙东路-虹景路）7、
虹景路沿线用户。市区关河路以南、北大
街/南大街以东、清潭路以南直供水用户
降压；新北区电子园、圩塘、西夏墅、孟河
直供水用户降压。常州经开区、横山桥、
郑陆用户停水。涉及小区、村委有：红梅
新村、红梅西村、红梅东村、聚缘雅居、康
云名居、竹林新村、虹景花园、海空苑、凯
旋城、虹景金桂园、庙湾新村、章家村、俞
家塘及周边商铺等零星用户停水。

请广大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公司
将争取早完工早供水。恢复供水后,部分
用户可能短时出现水质波动。敬请谅解。
如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常水热线
88130008。

常烟专〔2016〕公字第44号
2016年 11月 15日，我局稽查人

员会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新北区
龙虎塘创新大道188号宅急送常州分
拨中心进行检查，查获装有卷烟的纸箱
2只，起获卷烟：中华（硬）、中华（软）共
计2个品种50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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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规定，限
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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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烟专〔2016〕公字第46号

2016年 11月 18日，我局稽查人
员，在常州市新北区天山路66号圆通
快递进行检查，现场查获包裹5只，起
获卷烟：南京（红）、利群（新版）、芙蓉王
（硬）、中华（软）、玉溪（软）共计5个品
种22.3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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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
接受案件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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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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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常烟专〔2016〕公字第45号
2016年11月17日，我局稽查人员

会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龙城大道
和通江路交叉口附近进行检查，查获旅
行包、纸箱共3只，起获卷烟：黄金叶（天
叶）、黄鹤楼（天娇圣地）、贵烟（国酒香-
30）、玉溪（软）、南京（精品）、中华（硬
10mg5支）共计6个品种136条。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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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塘及周边商铺等零星用户停水。

请广大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公司
将争取早完工早供水。恢复供水后,部分
用户可能短时出现水质波动。敬请谅解。
如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常水热线
88130008。

常烟专〔2016〕公字第44号
2016年 11月 15日，我局稽查人

员会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新北区
龙虎塘创新大道188号宅急送常州分
拨中心进行检查，查获装有卷烟的纸箱
2只，起获卷烟：中华（硬）、中华（软）共
计2个品种50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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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规定，限
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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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烟专〔2016〕公字第46号

2016年 11月 18日，我局稽查人
员，在常州市新北区天山路66号圆通
快递进行检查，现场查获包裹5只，起
获卷烟：南京（红）、利群（新版）、芙蓉王
（硬）、中华（软）、玉溪（软）共计5个品
种22.3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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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
接受案件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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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常烟专〔2016〕公字第45号
2016年11月17日，我局稽查人员

会同公安执法人员，在常州市龙城大道
和通江路交叉口附近进行检查，查获旅
行包、纸箱共3只，起获卷烟：黄金叶（天
叶）、黄鹤楼（天娇圣地）、贵烟（国酒香-
30）、玉溪（软）、南京（精品）、中华（硬
10mg5支）共计6个品种136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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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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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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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6 岁的小军是新北区孟河镇小河
社区官基村人，目前在新北区一所中学
读高一。11 月 21 日，脸色苍白、营养不
良的他和奶奶王玉兰乘公交到武进医院
看病，路上，奶奶与同镇老太的谈话引起
常州化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位女
实习生的关注，这个家庭的坎坷往事和
现状很快被网站刊登，“懂事男孩”小军
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

这个家庭的情况到底如何？小军为
何会因营养不良住院治疗？昨天，记者
走进官基村。

坎坷往事

小军家的前屋是两间平房，分别是
吃饭的客厅和小军父亲、奶奶的卧室。
后屋是2013年左右新造的两间两层楼，
除了小军的卧室，另外2间出租，每月租
金不到500元。

小军奶奶的房间里，有不少牛奶、酸
奶、饼干等食物，都是住院期间好心人送
的，王玉兰和小军父亲都很感激。1999
年底的一天，一场车祸让小军父亲头部
遭受重创，昏迷28天后，尽管醒了过来，
却永远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一名智力
残疾人。2000 年 1 月，小军呱呱坠地，6
个月大时，生母因承受不住压力不辞而

别，至今音信全无。为了谋生，小军的爷
爷开车做起了接送客的生意，可厄运却
再次降临，一场车祸让小军爷爷的肺部
受了重伤，5年后不幸去世。

2006年，当时的小河居委会为王玉
兰办理了低保。从此，祖孙三人相依为
命，靠每月七八百元的低保、助残金、不
多的房租和政府帮扶过日子，除去生活
开支和母子俩的医药费后所剩无几，小
军的学费还是向亲戚借的。

懂事男孩

从小在缺失母爱的贫困中长大，小

军敏感内向，极其懂事又极其要强。11
月 21 日，王玉兰接到小军班主任的电
话。“她说孩子脸色很难看，在教室里经
常趴在课桌上，让我带他去医院检查一
下。”此前一天，小军在家中曾短暂昏
迷，心急火燎的王玉兰急匆匆赶到学
校，拉着孙子坐上 57 路公交车去武进
医院看病。

检查结果让王玉兰有些想不通，小
军在家中晕倒、上学时体力不支的原因
是营养不良。此时，小军从口袋里摸出
100 元钱递给她：“奶奶，这是老师给我
的，我没有用掉。”原来，向亲戚借了学费
后，王玉兰不愿再求助，每个月硬是从自

己和儿子的伙食费里抠出400元给小军
做生活费，但寄宿学校一日三餐的费用
都要自己承担，小军又在长身体的时候，
400 元根本不够用，他常常是三顿并成
两顿，或者每餐少买点，班主任看不下
去，给了他两次钱，小军一分也没舍得
用，全部还给了老师。

王玉兰说，每周末小军回到家，她都
会给小军做些好吃的，但小军每次都吃
得很少，还常让她少买菜。她知道，孩子
太懂事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自己读书
要花钱，爸爸、奶奶看病要花钱，吃的方
面他能省则省，没想到会省出病来。说
到这儿，王玉兰哽咽了。她说，为了节约

几十元钱，小军甚至不肯住病房，宁愿住
在病区走廊。自从上学后，小军极少开
口问她要钱，仅有一次军训需要费用，小
军憋了近一星期，被她看出神情不对，才
说了出来。

各界关爱

对王玉兰家，小河社区社工钱坚鹏
很熟悉，10 年前，正是他一手帮这个家
庭办理了低保。

钱坚鹏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
王玉兰一家在官基村买房落户，她丈
夫因病去世后，当时的小河居委会关

注到这户人家的特殊情况，立即为
她家办理了低保。王玉兰的儿子因
车祸致残，民政上还有助残金，每月
约 140 元，社区还为她家争取了妇
联的补助，每年 500 元。5 年前，镇
干部结对助困，每年为王玉兰家增
加 1000 元 补 助 。 此 外 ，2008 年 开
始，王玉兰还享受每月 350 元的老
年城镇居民补贴。孟河镇“圆梦工
作室”成立后，也将王玉兰母子请了
进来，让他们为企业做些力所能及
的简单手工活，这样一来，每月大概
也有 1000 元的收入。

“逢年过节，我们社区也从不会
忘了这个特殊的家庭。”钱坚鹏说，此
前，社区已经用足了所有政策来帮助
王玉兰家，今后，社区也会一如既往，
尤其会更关注小军的情况。采访中，
王玉兰母子的话语中也满是对政府
的感激。

王玉兰说，网站刊登文章后，从上
周至今，已有多位市民将总计5000多
元的爱心款直接送到了她的手中，还
有不少人捐款捐物。目前，网友的 2
万余元捐款，网站也已经与小军学校
达成一致意见，将专款专用，保障小军
今后的伙食和生活学习费用。

童华岗

10年前就已纳入低保，全家对政府心怀感激

宁可少吃一顿饭，也舍不得花老师给的钱——

新北区“懂事男孩”得到各方关爱

11月27日，天气放晴，阳光灿烂，午后的人民公园最热闹的要数鼓乐声声，八鼓齐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童华岗 严刚 文/摄

本报讯 通过发放宣传单，
以免费一日游、二日游等吸引老
年人“上钩”。在旅游途中，商家
再见缝插针地宣传保健品如何
包 治 百 病 ，哄 得 老 人“ 慷 慨 解
囊”，这是众多保健品销售商家
惯用的伎俩。招数尽管老套，却
着实灵光。一对老夫妻就这样
花 3 万多元买了一堆“纳豆”。
近日，醒悟的夫妻俩来到天宁区
消协求助。

60 多岁的林女士说，上个
月，她和丈夫参加了天宁区和平
北路一家保健品公司组织的免费
宜兴 2 日游。旅游中，听专家介
绍，纳豆能强效溶解血栓，防止骨
质疏松，预防高血压，抑制高血

糖，防止脑细胞老化，提高免疫功能，
十分神奇。两夫妻脑子一热，就花 3
万多元买了一大堆日本进口的“纳豆”
胶囊。

回家后，林女士先后吃了 4 粒纳
豆，没有感受到良好效果，反倒觉得
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她找到保健
品商家，要求退货。商家爽快地退了
货，但要扣除 1 盒的钱 1580 元。林
女士回家上网查询后发现，同品牌同
规格 1 盒 30 粒的只要 448 元。林女
士遂向天宁区消协求助，要求商家退
款 1000 元。

天宁区消协认为，1 粒纳豆要价
52 元，已经远远超过同类商品的市场
价格，商家做法不妥。经调解，商家最
终退回800元。 （庄奕 天消）

1粒纳豆要52元？

本报讯 11月23日8时许，常州火
车站派出所接到客运部门的报警电话，
称一名女子在常州站北广场6号站台欲
跳轨轻生，请速派民警到场协助处理。

接警后，客运警长张康林一路奔跑
赶赴现场，在客运值班员配合下，将该女
子控制并劝阻，待其情绪稳定后，带至民
警值班室进一步处理。

据客运值班员介绍，该女子在上海开
往南京的 G7002 次列车停止检票时，不
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出言不逊，强行冲入
站内，试图赶上这趟列车。当她到达站台
时，G7002次列车已经启动，该女子竟用
手扒住车门缝隙处，一直跟随数米，最终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拦截下，才与列车分
离，场面惊魂。但该女子不但没有对工作
人员表示感谢，反而欲跳下站台选择轻
生，随后被赶来的民警张康林控制住了。

待女子恢复平静后，民警了解到，女
子姓周，35 岁，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2013年底，父亲强迫她放弃南京某高薪
职业，回常州接手其外贸公司。又赶上了
萎靡的经济形势，企业效益不好，思想压
力较大。仅过了一年，就患上抑郁症，一
直在接受治疗。当天本来预约了南京中
大医院两位专家，只因未赶上火车，诱发
疾病，上演了一幕跳轨轻生的疯狂举动，
要不是民警处置及时，后果肯定不堪设
想。随后，在客运部门的看护和照顾下，
周某由家属带回。 （童华岗 刘付兵）

民警救下轻生女

只因未赶上火车
抑郁女竟扒车门

本报讯 小伙入职两个月提出辞
职，但厂里答复说要提交申请一个月
后才能离开。他多次找领导，得到的
都是同样答复。最后，他“忍无可忍”，
将水果刀藏在腰间闯入经理办公室，
将经理捅伤。11 月 23 日，涉嫌故意
伤害罪的胡某被武进警方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9 月 26 日 7 点多，武进某工厂办
公室传来急促的声音：“保安，保安！”

办公室里 2 个男子揪打在一起，当保
安到达时，一名男子腹部被捅伤，血已
将衣服浸透，保安立即将受伤男子送
往医院医治。受伤男子是该厂的工段
经理张某，捅人者是该厂职工胡某。
今年7月，胡某来到该厂上班，计划干
满两个月后就回家。9 月，他提出辞
职，厂领导回复说提交辞职申请一个
月后才能离开。听说若硬要离开会扣
工资，他不愿工资被扣，多次向领导提

出辞职，但都未获批准。事发当天，胡
某将水果刀藏在腰间，冲入张某的办
公室威胁其批准他辞职。张某不甘示
弱，抢夺他的刀子，最终被捅伤。张某
被确诊为肝破裂出血，初步鉴定为重
伤二级。

法律界人士称，除非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规定的 6 种
情况，劳动者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否
则劳动者应提前 30 天（试用期提前 3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胡某一案，企业的做法并无
不妥，胡某则要为自己的莽撞行事付
出沉重代价。

（童华岗 孙晓娟）

辞职不成 捅伤经理
本报讯 网上情深义重，网

下却不怀好意。11 月 27 日，兴
冲冲来溧阳与网友见面的徐某被
骗进传销团伙，机智的他把求救
信息写在纸币上投到窗外，最终
获救。

23 岁的徐某是连云港人，大
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
作。11 月 25 日上午，他到溧阳
和网友胡某见面，两人此前已在
网上聊了半年多，很是投缘。哪
知，胡某竟将他骗入传销团伙，搜
走了他的钱包和手机。徐某无
奈，只好假装听话，趁他们不注
意，在零钱上写上“我被骗进传
销，请救我！”后扔到窗外。

路过的好心人捡到后报了警。
27 日下午 1 点多，民警找到了徐某
所 在 的 传 销 窝 点 ，将 他 解 救 了 出
来。因担心传销团伙跟踪，徐某在
溧阳客运站购好票后仍心有余悸，
不敢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得知后，
主动帮他拍好车内乘客头像，让他
辨认是否有传销团伙成员。确定没
有后，徐某才敢上车，工作人员还特
别提醒司机，行车途中注意车内动
态，一有情况立即报警。

当晚 6 点多，徐某致电工作人员，
告知已安全抵达。他说这趟见网友像
做了场噩梦，庆幸自己还是碰到了好
人，以后交友一定会小心。

（芮伟芬 王婷）

“我被骗进传销，请救我！”——

天上掉下求救钞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