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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公告
第1612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
定，经我局审核批准，准予“常州市海棠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注册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常州市海棠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秀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金汇

大厦5楼
常州市行政审批局
2021年3月26日

启 事
现有一批 42 度郎

牌特曲T3、T6（精英版）
欲一次性处理。

有意者请联系：
13961192177
姜先生

本报讯 在首次观测到大滨鹬的
第二天，3月29日，金坛长荡湖又迎
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遗
鸥。常州野生鸟类纪录被再度刷新。

常州观鸟爱好者“David”说，当
天下午1点左右，他在长荡湖滩涂的
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只鸥，正独自在水
中觅食，动作较为缓慢。当时，他觉得
这种鸥与以前看到过的不太一样，但
不能确定种类，便拍下照片向鸟友请
教。起初，大家以为是银鸥。当天晚
上经专家鉴定，发现这是一只遗鸥。
他笑着说：“真是差点错过呀！以为普
通，结果是极其不普通！”

事 实 上 ，观 鸟 爱 好 者
“czlaowang”翻查3月 28日拍摄的
大滨鹬等资料时，发现其实在当天，遗

鸥就已被相机镜头记录。
3月30日下午，“曼巴荒原”“冷

山”和老黄等观鸟爱好者赶到“David”
发现遗鸥的地方，再次用近距离的照片

和视频清晰记录了遗鸥，还拍到了连续
两天的“明星”鸟种——大滨鹬和遗鸥同
框的画面。

遗鸥中等体型，繁殖期头为黑色，嘴
和脚为红色，以水生昆虫和水生无脊椎
动物等为主要食物。属于鸻形目鸥科鱼
鸥，属濒危候鸟，是1970年代才被确立
的独立种，也是世界上最后被命名的
鸥。此前，因一直存在争议，它被认为是
某种鸥的变种或是两种鸥的杂交，差点
被遗忘，取“遗落之鸥”之意命名。作为
在鸟类中被认识和了解最晚的种类，遗
鸥刚被确认，就已处于濒危状态。

目前，遗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我
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堪称“鸟中大熊
猫”。去年曾有数据显示，全球遗鸥数量
在8000只左右，繁殖地集中在蒙古国、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其越冬季在
中国和韩国亦有发现。

（何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世界上最后被命名的鸥

常州野生鸟类纪录再度“加新”

金坛长荡湖迎来“鸟中大熊猫”遗鸥
她忠诚履职、踏实勤勉，坚守派

出所服务窗口，赢得辖区群众一致
好评；工作之余，她还通过拍摄
VLOG（视频博客）来说防范，展示
派出所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个被叫
做“达琳女警”的“网红”警察，是天
宁公安分局青龙派出所出入境民警
章琳。

章琳，42岁，现任青龙派出所
出入境民警，兼任市公安局出入境
支队天宁区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批
员。从警24年来，章琳多次获上级
嘉奖，获评“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

“全市公安机关服务之星”等称号。
“你防诈、我防诈，骗子来了像

傻瓜；有内幕，高收益，各样收费请
您进……”最近，章琳又自创了一段
防骗RAP，拍摄了一段关于防范通
讯网络诈骗的短视频，并推送到所
有青龙派出所的社区群内。

去年5月，为了更好地延伸公
安工作宣传触角，和谐警民关系，章
琳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创立“达琳
女警”宣传形象，自购器材不断摸
索，拍摄剪辑了反诈、禁毒、出入境
业务等系列短视频，通过微博、抖音
等账号发布，目前已发布VLOG数
十期，累计点击量达百万余次。如
今，“达琳女警”在天宁辖区拥有了
众多铁粉。

章琳不仅负责所内出入境窗口
受理及审核工作，还分管天宁区11
个派出所的出入境业务终审。在日
常工作中，她始终坚持高标准的服
务规范，主动提供延时服务、预约服
务和绿色通道，近6年来，她所在的
窗口累计接待群众7.6万余人次，
受理证件近10.2万本，她所在的出
入境窗口群众满意度达100%，章
琳个人也保持着“零差错”“零投诉”
的纪录。

去年疫情期间，随着返程复工

高峰的来临，为避免人群大量聚集，
同时又满足群众办理业务的需求，
章琳灵活寻求外网资源，创新推出

“云排队”服务。群众通过扫描二维
码进行线上排队叫号，查看当前排
队人数和进度，同时也可在线咨
询。该功能推出后，累计1.1万余
人享受到便利。

对于前来办事、咨询的群众，不
论是否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她
都能认真负责、真情实意地对待，用
耐心、细心和热心诠释着一名出入
境窗口民警的使命。一天，一位老
人在办事中因身体不适突然晕倒，
章琳立即上前查看，待老人苏醒并
确认其无大碍后，快速为其办好证
件，向值班领导汇报请示后，请警务
巡逻的同事开车将老人送回家中。
第二天，老人家人特意到所里送上
感谢信。

作为青龙派出所“青宁”义工服
务队队长，章琳还有一颗关爱弱势
群体的爱心。前段时间，她发现一
张熟悉的面孔经常出现在派出所服
务大厅，询问同事后了解到，该男子
患有心理障碍疾病，多次无故报
警。于是，章琳利用休息时间带领
义工队的伙伴们主动上门，多次对
男子进行安抚和心理疏导，之后，男
子再也不无故报警了。

每到节假日，章琳常带领义工
服务队成员，深入辖区老人院、抗美
援朝老兵家中，为他们梳头、剪指
甲、整理床铺、清扫垃圾，读报给老
人们听，帮助他们了解国家大事和
社会趣闻。

汪磊 李国振

“达琳女警”章琳：自拍VLOG说防范

近日，钟楼区花西社区、花二社区、新庄村委、汤家村委联合开展“初心向党迎百年 赓续精神开新局”活动，4家村（社
区）的纪检委员，组织了辖区内的100多位抗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和党员代表，前往常州烈士陵园开展活动，带领大家参
观“常州三杰纪念馆”、听老兵讲述红色故事。 朱臻 邓燕图文报道

本报讯 韩某上网贷款，两度被
骗共计10万元，却始终不相信自己被
骗了。被妻子发现，甚至在民警询问
并宣讲诈骗手段时，韩某坚称：“我是
大学生，怎么会被骗？”

3月 20 日，韩某在家用手机查
询网贷平台，搜索并下载了一款名
为“苏宁金融”的APP，在填写资料
时，被以“填写资料有误”为由，要
求添加客服 QQ。“客服”审核通过
后发给其3万元额度。韩某发现无
法提现，再次咨询时又被以“资料

填写错误需要解冻”为由，要求转
账。韩某转账2.5万元后，发现仍然
无法提现。

3月21日上午9点，韩某又在家
查询网贷平台，这一次，他下载了“众
信”APP，申请贷款额度5万元。相似
的是，客服以“资料填写错误”为由让
韩某缴费1.5万元修改资料。韩某照
做，后对方又以解冻、无汇款转账附言
等理由让其转账6万元，韩某转账后
仍不能提现。

两次被骗共计10万元，韩某一

无所觉，也未报警求助。直到韩某向
妻子索要生活费时，妻子才发现他遭
遇诈骗。此时，韩某仍不肯相信自己
被骗，叫喊着：“我是大学生，怎么会
被骗？”最后，他在老婆的“威逼”下才
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韩某下载
的两款贷款APP都是诈骗APP，遂向
他普及防诈知识。哪知，韩某依然不
肯相信自己被骗。目前，这起网贷诈
骗案正在调查中。

（李文霞 汪磊）

男子下载网贷APP被骗10万元仍执迷不悟，理由竟是——

“我是大学生，怎么会被骗？”

本报讯 “感谢你们为我们尽
心尽力办好事。”3月26日，武进区
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名员工
代表，将一面写有“讨薪维权持正
义，为民务实见真情”的锦旗，送到
了南夏墅派出所办案民警的手中。

今年2月5日，南夏墅派出所
从武进高新区管委会获悉，某节能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2019年底开
始 ，拖 欠 14 名 员 工 工 资 共

331223.92 元，法人代表何某失
联。派出所立即立案调查，于2月
26日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的犯罪嫌疑人何某抓获。

在民警的教育下，何某认识到
拖欠工人工资问题的严重性。最
终，劳资双方经过商议后，何某按照
商议金额支付了工资，并获得14名
员工的谅解。

（武公 徐丹）

民警为员工讨薪30余万元

本报讯 3月29日上午8时，新北
区魏村魏安路与向阳路附近，一小伙为
找回跑丢的宠物猫，被困在一个被封死
的小胡同内。滨江特勤消防站出动后，
帮助小伙顺利脱困。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困的小伙怀
里抱着一只胖胖的虎皮斑纹猫，胡同只
有一扇小门可以出入，但被锁死了。消
防员先让小伙用宠物包把猫装好，再在
二楼彩钢瓦雨篷边沿放下梯子，让小伙
爬上雨篷，通过雨篷与三楼窗户间的长
梯爬到三楼，从而顺利携猫脱困。

小伙说，他租住在胡同一侧的楼房
附近，3月 28日晚上睡觉时忘了关窗
户，第二天发现猫跑丢了，找了一圈后发
现猫在小胡同里。他救猫心切，顺着落
水管下到小胡同，可等抓到猫才发现上
不去了，只好报警求助。（舒翼 肖轩）

小伙为救爱猫
被困“死胡同”

本报讯 巡查途中遇到被困住
的小动物，金坛供电公司员工立即
施救，将其送到动物救助站治疗后
放生。

3月24日上午，金坛供电公司
儒林供电所员工何俊、袁杰等人在
巡视检查时，突然听见路边树丛中
传来一阵“呜呜”的哀嚎声。何俊拨
开灌木丛，远远看到有只小动物在
挣扎。见有人前来，小动物惊慌失
措，奋力想要逃窜，但没能成功。何
俊仔细一看，原来，它被捕兽夹夹住
了一条后腿。

两名供电员工立即展开救援。
袁杰做好防护措施，控制住小动物
的头部，小心翼翼地将捕兽夹打开，
把它救了出来，其腿上已血肉模
糊。供电员工联系了附近的动物救
助站，将其送去治疗。

经仔细检查，小动物的伤情并
无大碍。救助站工作人员用碘伏给
它的伤口做了消毒处理。在确认小
动物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大家将
它带到偏僻的林地放生。

据相关人士介绍，这只小动物
可能是貉。 （秦子寒 芮伟芬）

捕兽夹困住小动物
供电员工施救放生

本报讯 3 月 29 日 7 点 07
分，新北区孟河大道孟城卡口附
近发生一起电瓶三轮车与货车擦
碰事故，骑车老汉的左脚被卡在
货车车头与三轮车之间。在孟河
专职消防队的救助下，老汉很快
脱困。

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电瓶三
轮车侧翻在货车前方，老汉的左脚
前脚掌被卡在三轮车身与货车保险
杠之间。货车司机和一名热心女子
一直搀扶着老汉，防止他摔倒。指
挥员仔细察看现场后，决定利用液
压顶杆，将车头往上抬起，让货车与
三轮车分离后方便施救。经过大约

3分钟的处置，老汉的左脚被顺利
抽出，随即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
检查。

据货车司机说，当时他是慢速
正常行驶，三轮车在货车的右侧。
事发时，跟在三轮车后面的一辆小
汽车突然摁响了喇叭，老汉受到惊
吓，没有控制好车龙头，一下拐到货
车前面侧翻了。他听到异常声音
后，立即停车察看，发现老汉的左脚
前脚掌被卡，遂一边搀扶起老汉，一
边报警求助。

目前，这起事故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舒翼 肖轩）

骑车老汉突闻喇叭声
蹭上货车致左脚被卡

本报讯 为了给女友送礼物，刘某
竟接二连三地偷衣服，可惜女友还没来
得及穿，刘某就被抓了。

3月24日至26日，溧阳城南派出所
连续接到辖区某商场报警，称有3家服
装店的女装被盗，店主都是小本经营，比
较着急。经过缜密调查，民警很快确定
了3起案件的嫌疑人均为刘某。3月27
日下午，民警在溧城街道某工地将刘某
抓获，并在工地宿舍内查获被盗的衣服。

经查，3月24日，刘某陪女友逛商
场，女友看中一件衣服但没舍得买。稍
后，刘某一个人转回去，趁营业员接待其
他顾客的空当，将女友看中的衣服塞入
怀中带走。回去后，他骗女友是买的，女
友很开心。

尝到甜头后，刘某接连两天以同样
的方法，偷了两间店铺内的衣服。目前，
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刑拘。

（芮伟芬 张亮）

为讨女友欢心
接连偷盗衣服

本报讯 近日，一场特殊的庭审
在武进区某重点民企开庭，武进区人
民检察院指派公诉人依法对被告人
蒋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提
起公诉,该公司70余名中高层干部
参与旁听。

今年32岁的蒋某，案发前一直
在该公司任采购员。10年前，蒋某
从大学毕业后，应聘到该公司，成为
一名物流专员。因为人聪明、工作
勤恳，他很快就通过公司内部竞聘，
成了一名采购员，并逐步负责多种
产品的采购工作。2016年，蒋某在
一个采购项目中，经过对比价格和
质量，决定采用一家新供应商的供
货。原本抱着为公司节省成本的初
衷，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家供应商
的举动，让他从此找到了一条新的

“致富路”。
“供应商提出可以给我一部分

回扣，希望我可以每个月多采购一
些他们的货。”蒋某觉得，既能给公

司省钱，又能为自己创收，何乐而不
为呢？便欣然接受了对方的“好
意”。渐渐地，蒋某体会到手中这

“采购大权”的妙处，不再满足于被
动接受。在职的几年间，他陆续对
多家新供应商提出“回扣”的要求，
直到去年，被其中一家供应商将其
索要“回扣”的证据直接反馈给公
司，至此案发。

经审查，蒋某在2016年至2020
年期间，利用公司采购员职务上的
便利，非法收受 8家供应商贿赂款
30余万元，并在对接采购事项等业
务上提供便利。案发后，蒋某始终
认为，自己虽然在采购过程中“吃回
扣”，但选择的供应商都是“性价比”
最高的，他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
会给企业带来实质意义上的损害，
反而还觉得自己为公司节约了成
本。为此，检察官多次对其进行教
育。最终，蒋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
具结书，并主动写下悔过书，表示愿

意当庭宣读。
检察官在办案中了解到，该企

业内部还存在类似情况，为切实保
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武
进区人民检察院主动联系区法院，
上门听取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
议，经反复研究，最终确定“庭审进
企业”的方案。

3月25日，该案在企业内部进行
了公开庭审。检察官用这起身边的

“反面典型”，让企业人员“零距离”感
受法律的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教
训。亲眼目睹昔日的同事站在被告人
席上，在场旁听的企业人员深受触动
警醒，纷纷表示要引以为戒，严守纪
律，进一步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和廉洁
自律意识。

鉴于被告人蒋某能自愿认罪认
罚，并主动退出所有赃款，法院最终判
处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7万元。

（尹梦真 夏丹 周荻淳）

一采购员吃回扣30余万元获刑

庭审，在他供职的企业进行

本报讯 3 月 29 日中午 12 时 12
分，武进区雪堰镇潘家东山咀的一座山
坡上发生火灾，腾起的浓烟数公里外就
能看到。经过雪堰专职消防队的及时处
置，明火很快被扑灭。

消防员到场时发现，山坡处大约50
平方米的树林和草丛过火。因当天天气
干燥，山上风又大，火苗顺着山坡直往山
顶蔓延，已经烧到一条上山土路旁。若
不及时处置，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现场指挥员立即下令将消防车开至
山脚位置，带领队员携水带、水枪，沿山
路赶了100多米到起火点，迅速出动2
支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大约10分钟
后，现场明火被全部扑灭。消防员又对
树木和草丛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洒水降
温，确保山火不会复燃。此次火灾未造
成人员伤亡。

山火现场旁边，就是几个坟墓，墓墙
上和地面上还散落着很多纸钱。据了
解，可能是村民上山祭祖烧纸钱，散落的
纸钱火星引燃枯枝导致火灾。

目前，这起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
理中。 （舒翼 肖轩）

村民烧纸
引燃山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