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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作废
86603740

销户公示
由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市

金坛区高端页岩气开采用管智能生产线项目
2#管加工车间、3#管加工车间已竣工验收且
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
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4月22
日至5月21日），如有异议，请向江苏省常州
市金坛区建设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
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2698520

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通 知
常州美丽时光餐饮有限公司（宣传名：环

洲绿岛咖啡屋），现因黑客侵入我司收银系
统，导致我司顾客会员资料毁损，公安部门已
对我司报案立案处理。为保护顾客会员的合
法权益，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我司特请持我
司会员卡的顾客前往我司莱蒙店（常州市延
陵西路99-1号）核实登记解决，由此造成的
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常州美丽时光餐饮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关于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销户的公示
由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黑

臭河道路整治工程-市区水体治理及排水系统
效能提升工程-戚墅堰污水处理厂脱水机房改
造工程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
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
期：2021年4月22日至5月22日），如有异议，
请向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管理处
反映，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

△常州市舜祥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号码：3204000045611，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朱小新遗失2006年3月8日签发的

320481197910281662号身份证，声明

作废。

△金子芊遗失R320763904号出生医

学证明，声明作废。

△曹薇遗失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开

具的九龙仓繁华里特百惠专卖店保证

金收据，店编号：88796，金额：20000元，

声明作废。

△金坛区东城贝乐儿童游泳馆遗失

320482000202003310068号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韦迦宁遗失Q320845305号出生医

学证明，声明作废。

△ 钟 楼 区 念 缘 羊 汤 店 遗 失

320404000201810090010号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韦兴潮遗失O320778758号出生医

学证明，声明作废。

△常州皮革有限公司富临大酒店遗失

320404000201611070045号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204040045155，声明作废。

△顾峰遗失H03189ZL导游证，声明

作废。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16-4

注：原定04月28日07:50-14:30停电：
10kV环保线爱思特支线3号杆后段停电撤销；

原定 04月 25日 07:30-12:30 停电：
10kV建新线艾维科技B1167开关后段停电
时间更改为04月25日08:00-14:00；请以上
线路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04月23日07:30-13:30停电：10kV同
仁线索具厂522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汤庄桥
小学等罗溪、汤庄等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君德线清水沟
52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魏村村委会、迎龙村
委会等魏村等相关地段）；

04月25日08:00-18:00停电：35kV邹
区线；

08:00-14:00停电：10kV建新线艾维科
技B1167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森威电梯、普利
化工科技、远欧电子等春江、三井等相关地段）；

04月26日07:30-18:30停电：35kV森

塔线；
04月27日07:30-18:30停电：35kV丰

芝线；
08:00-13:30停电：10kV青园线龙城大

道#6环网柜：声荣纺织支114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钰桦塑胶、声荣纺织等青龙等相关地
段）；

04月28日07:30-12:30停电：10kV振
华线谢庄村A1008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盛和
电子、华盛电机、第八纺织机械等罗溪、汤庄等
相关地段）；

07:30-14:00停电：10kV瑞富线月季路
#1环网柜：瑞富线出线1140开关至瑞富苑1
号中02开关（停电范围：瑞富花苑部分、青枫
投资建设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10kV玉兰线玉兰路2号环网柜：玉兰路
出线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州公安局、
青枫投资建设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08:30-16:30停电：10kV汤工线新闸铸
造厂489开关至高达保温防腐487开关（停电

范围：嘉业铸造、重振机械厂、诚发机械等薛家
等相关地段）；

10kV吕墅线吕墅街591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中国电信股份、佳安塑料制品厂、新北区
吕墅中学等薛家等相关地段）；

04月29日07:50-15:00停电：10kV植
绒线植绒工业园596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联
顺服饰等百丈等相关地段）；

10kV花港线春江变1号环网柜：花港线
出线113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太平洋电力设
备、雅柯斯电力科技、汉森机械股份等春江、百
丈、圩塘等相关地段）；

04月30日07:30-14:30停电：10kV
双塔一线衡山路#3环网柜：天安线1110开关
后段（停电范围：富都市场部分等河海等相关
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清河线52号
杆加号侧后段（停电范围：诚源嘉业通讯设备、
九天车辆配件厂、中隆车辆配件等孟河等相关
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4月23日07:30-16:30停电：10kV富

园线富民景园#7中间变电所：富民景园#8变
II段1230开关后段、富民景园#7中间变电所：
富民景园#9变II段1240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汤镇线腾龙路
支线3号杆滑轮厂支线侧；

04月25日08:00-14:00停电：10kV东
岱线东岱电器厂配变；

10kV白鹤线北港塘门村委配变；
10kV朱夏线凌家村岳家配变、凌家桥元

头配变；
09:30-14:30停电：10kV丽江一线丽江

花园#1变01开关011闸刀后段；
04月26日07:30-14:00停电：10kV新

堂线翠苑#1变电所101开关后段、翠苑#2箱
式变：101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双马线3#杆刀
闸上引线后段；

04月27日07:30-14:00停电：10kV新

堂线翠苑#3变电所101开关后段；
04月28日07:30-15:30停电：10kV济

农线39号杆新街支线至安家新街C1130开关；
08:00-14:00停电：10kV刘村线诚信干

燥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蔡歧线恒源

铸造支线13号杆圣曼干燥支线侧后段（临检）；
04月29日08:00-14:00停电：10kV新

马线朱家大丁家村支线13号杆后段；
08:00-15:00停电：10kV芳茂线59号

杆西塘河支线侧、花园村灯总支线1号杆东青
花园头支线侧；

04月30日07:30-13:00停电：10kV
中山线中山路#1箱式变101开关后段；

08:00-12:00停电：10kV蓝天线49号
杆支线侧；

08:00-17:00停电：10kV港池一线老
农机厂配变、西夏墅农机站配变、西夏墅泵房
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
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新北
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
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溧阳
市人民法院、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
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

于2021年5月25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
时除外）展开竞价：

（1）苏州市平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11.8063%的股权

2、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5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26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一批酒（详情请参见淘宝页面）
（2）盐城市阜宁县沟墩镇棉花原种场一、二

组、林道村三组百信商贸城1幢S148、S149、
S203-2、S204室不动产（建筑面积3498.7㎡）

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
产于2021年5月2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凯尔枫尚花园2幢乙单元602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90.4㎡）

4、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动
产于2021年5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木工机器设备及成品、半成品（详情参
见淘宝页面）

5、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5月14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27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苏DM296V轻型厢式货车一辆
（2）常州市武进区中奥花园6幢乙单元29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119.19㎡）
（3）常州市武进区紫金城18幢乙单元16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87.29㎡）
6、溧阳市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动产于

2021年5月7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
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24日10时起至次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江苏良甲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所有
的内燃机叉车等机器设备

（2）溧阳市南大街广场10幢3-502室住宅
用房（建筑面积152.46㎡）

（3）安徽省宿州市开发区金海大道18号南
方国际花园C区5幢505室住宅用房（建筑面积
130.03㎡）

7、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
动产于2021年5月11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
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21年5月25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iPhone12(256G)手机1部
（2）iPhone11(64G)手机1部
（3）LONGINES（浪琴）牌手表1块
（4）东风标致牌DC7186LSBN小型轿车

1辆
（5）马自达牌CAF7162A小型轿车1辆
（6）常州市御城68幢乙单元203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84.86㎡）
（7）常州市中意宝第花园1-18不动产（建

筑面积200.84㎡）
（8）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路309-2023不动

产（建筑面积56.64㎡）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

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
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太感谢你们了，帮我照顾爸
爸……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做傻事
了。”4月20日，安徽郎溪人吴某特意
来到溧阳社渚派出所，向民警们道谢。

4月9日上午10时许，社渚派出
所接到居民周某报警，称她停在上蒋
村副业队门前的电动三轮车被偷了5
块电瓶。民警走访调查后发现，嫌疑
人戴着安全帽，像是附近工地的工人。

民警立即找到工地负责人，对工
人展开排查。60岁的吴某慌了，主动
向负责人承认，并带着电瓶到派出所
投案自首。经查，吴某是安徽省郎溪
县麻元村人，因自己车上的电瓶坏了，
想到换电瓶要花几百元，见旁边停着
一辆电动三轮车，四周又无人，一时糊
涂，便偷了三轮车上的电瓶，装到了自
己的车上。

吴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但案值
尚未达刑事处理标准，考虑到他是初
犯又投案自首，社渚派出所对其作出
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得知要“进去”，吴某心事重重，十
分焦躁。他告诉民警，他的父亲已经

92岁，长年瘫痪在床，兄弟姐妹都远
在外地，平时就靠他照料。他没有妻
子、儿女，他被拘留了，父亲怎么办？

“只要你说的情况属实，那你放
心，你的父亲交给我们。”侦办民警黄
涛听说后，立即赶到吴某家中查看并
向村民们打听，得知其父确实瘫痪在

床。村民们说，吴某真是个孝子，家里条
件不好，每天外出打工，不管多远，中午
都会跑回来给父亲做饭，晚上和老父亲
睡在一屋。

法不容情，但法外有情。吴某犯错
理应受罚，但他的父亲确需照顾。黄涛
向所里汇报后，所里做出决定，派专人照

顾吴某的父亲3天。为确保照顾好老
人，黄涛向吴某详细了解其父亲的日常
照料情况，所里特意选了2名年纪较长
的辅警吴永龙、张鹏，和黄涛组成临时照
护小组。

麻元村距离社渚镇有5公里多。为
了照顾好老人，照护小组提早半小时上
班，7点半给老人送早饭，中午12点半
送午饭，晚上6点半送晚饭。老人牙口
不好，只能吃软食，照护小组变着花样准
备了软烂、有营养的食物，慢慢喂他吃
完。

管好了老人的吃喝，还得管好他的
拉撒。老人双手能动，手边有尿壶，勉强
能够解决小便问题，但因双腿无法动弹，
大便只能靠别人帮忙。照护小组不怕脏
臭，扶着老人去方便，给他清理干净了才
离开。

照料是小事，最让照护小组为难的
是老人的询问。长期习惯儿子在身边的
老人有些焦虑，每次看到他们，都要问儿
子去哪了。怕刺激到他，照护小组统一
口径：“我们都是您儿子的朋友，他有事
出门3天，请我们代为照顾您。”

4月16日，结束拘留的吴某回到家
中，看到老父亲被照顾得清清爽爽，他十
分感动，听闻民警们善意的谎言，更是流
下了热泪。 芮伟芬 罗辉图文报道

60岁的吴某一时贪心，因盗窃被拘留3天——

民警们代为照顾其92岁的瘫痪老父 本报讯 近日，金坛区法律援
助中心工作人员收到居民李女士送
来的锦旗和一条长长的感谢短信，
感谢工作人员及时伸出法律援助之
手，帮她走出了困境。

李女士是金坛经济开发区某企
业职工，育有两个孩子，其丈夫侯某
无业，仅靠李女士一人的微薄收入
支撑家庭的日常开销，日子过得捉
襟见肘。而且，李女士曾长期遭受
侯某的家庭暴力。本月，金坛区检
察院依法对侯某提起公诉。

案件顺利起诉后，法援律师了
解到，李女士因遭受家庭暴力引发
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经常陷入情
绪低谷，不敢独自回家，夜晚难以入
睡。得知李女士的处境后，金坛区
法律援助中心立即决定对李女士进
行“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绝不“案
结甩手”。工作人员对李女士进行
心理干预，鼓励其打开心扉，帮助她
调整心态，走出过去的阴影。

经过10多次心理疏导，李女士

的心理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近
日，已逐步走出阴霾、恢复正常生活
的李女士在发给法援中心工作人员
的短信中激动地说：“在我的身体和
心理遭受巨大伤害、对生活失去希
望后，金坛区法律援助中心让我感
受到了社会的温暖、法律的关怀，这
份恩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金坛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法援案件的当事人大多
收入水平不高，特别是对家庭暴
力的受害者，心理救助尤为关
键。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法律援
助服务内容，对援助服务过程中
发现的有情绪异常倾向的当事
人，以及有此类服务需求的群众
进行及时干预，开展针对性的心
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服务，体现了

“惠民便民为民”的司法理念。今
年以来，金坛区法律援助中心共
为6名当事人提供了心理救助，帮
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褚婷 胡艳）

法援提供双服务
助当事人走出困境

本报讯 “你涉嫌洗钱诈骗，现
在公安机关电话办案，请你配合调
查。”这是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的老
话术，可还是有人相信。近日，奔牛
派出所上演了一场真警察与假警察
的紧张“较量”，及时劝阻了一起冒
充公安机关诈骗的案件，为当事人
避免了财产损失。

4月12日下午2点，居民王某
向奔牛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刚刚接
到反诈中心的电话，妻子陈某可能
正在遭遇诈骗。可妻子的电话一直
占线，联系不上。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工
作，但陈某的电话打不通。民警根
据经验判断，陈某还在与骗子通话
中，很可能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
情况紧急，只能当面劝阻。民警通
过王某对陈某的车牌信息、外形特
征等描述，发现陈某的车可能停在
奔牛高中附近的路边。民警立即安
排周边巡逻队先行前去劝阻，并火
速赶往现场。

原来，陈某之前已经被诈骗过，
后来又接到自称“常州市公安局民

警”的电话，称她涉嫌洗钱犯罪，要
求她到公安局接受调查，如果不配
合，就会对她通缉。对方又以帮助
陈某为由，要求陈某将自己的手机
信号屏蔽，方便做“电话笔录”，以便
尽快洗清嫌疑。陈某对此深信不
疑，按照对方的指令一步步进行操
作。当巡逻队员找到她时，她已与
骗子通话1个多小时了。

陈某并不相信巡逻队员，也不
听劝，正准备通过手机将卡里的钱
转给骗子。民警耐心劝阻，告知她
遇到了冒充公安机关进行诈骗的骗
局。陈某才恍然大悟，一场正在进
行中的骗局被及时阻止。事后，陈
某对民警迅速赶到戳穿骗局让她免
于被骗表示感谢。（李文霞 汪磊）

和假警察赛跑
阻拦受害人汇款

本报讯 4月18日，武进区交通执
法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某幼儿园组织
的春游活动中，有大巴车存在违规经营
行为。经查，9辆大巴车组成的春游车
队中，竟有5辆违规经营。

接到举报后，交通执法队员迅速前
往现场。下午4点30分左右，该幼儿园
春游乘坐的9辆大巴已全部停在校园门
口，执法队员组织师生及家长安全下车
后，对大巴车逐一进行执法检查。

经查，执法队员发现竟有5辆大巴
存在“异地经营”行为。其中1辆大巴还
存在“不按包车合同载明的事项运行”行
为；另有一位驾驶员未携带道路运输证，

也未携带从业资格证。
执法人员询问学校春游相关负责

人，其表示，春游车辆皆由旅行社安排，
学校对大巴车违章事项并不知情。目
前，湖塘中队已对上述违章车辆进行立
案处理。

据悉，3月份以来，武进区交通执法大
队加大定点检查力度，提高巡查检查频次，
对辖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淹城春秋乐园
等景区的旅游大巴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打
击“黑大巴”“无效包车牌”“异地经营”等违
规经营行为。截至目前，共检查旅游大巴
250余辆，口头教育宣传600余人次，查获
违章车辆10辆。 （周露露 黄洁璐）

3月以来，武进区已查获10辆违章旅游大巴

9辆春游大巴中竟有5辆违章

本报讯 近期，常州经开区法
院审结了一起母亲以儿子名义出具
欠条的买卖合同纠纷，最终，法院判
决儿子开办的电子厂承担付款责任。

吴某的儿子关某是一家电子厂
的老板，曾与原告刘某有多年业务
往来，刘某为关某的电子厂提供电
机。吴某退休后，到儿子厂里帮
忙。2018年12月，吴某以儿子关
某的名义，给刘某出具了一张欠条，
确认关某欠刘某货款5万元。

因一直要不到货款，刘某向法
院起诉，要求关某、吴某及关某开办
的电子厂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审理中，关某对该欠条不认可，认
为母亲没有得到其授权，出具的欠条
无效。吴某则称，因临近过年，她在刘
某的催促下才出具的欠条，她儿子根
本不知道。关某与吴某都认为自己不
应该承担付款责任。

法院认为，吴某及其丈夫、儿媳都
在关某的厂里负责收货、发货，可以认
定，关某开办的电子厂属于家庭经营
的个体工商户。吴某以关某的名义出
具欠条的行为，应认定为履行职务的
行为，其后果应由儿子开办的电子厂
承担，遂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黄文娣 王淑君）

母亲以儿子名义出具欠条
法院判决儿子开的厂担责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物安全法》
自今年4月15日起
施行。常州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的普法
小分队民警向外籍
船员及码头一线务
工人员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物安
全法》，普及生物安
全知识，防范和应
对生物安全风险。

陈暐 王旭东
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