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天花园电梯为啥总停运？
新报热线（记者 高志华）“一栋楼6个单元，有五成

以上居民不交物业费，原因是去年物业公司把楼前地面挖开
一直不修。居民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就以停电梯相威胁。”5
月22日，呼和浩特市开天花园高层1号住宅楼的居民说。

当日，记者来到位于海东路的开天花园，发现高层1号住
宅楼楼前的路面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挖开。据居民讲，物业公司
以停电梯相威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5月16日和21日，物业公司
以电梯检修为由停了两次电梯，遭到居民们强烈反对。记者从
开天花园物业公司———内蒙古青城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青城物业）5月16日发布的通知上看到，因为小区内
电梯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电梯停止运行。5月21日，内蒙古
天诚电梯有限公司（电梯安装单位）贴出通知，大致意思是电
梯有安全隐患，因维修事宜协商无果，所以停止电梯运行。

随后，记者来到青城物业，据了解，青城物业去年才入住
这个小区，高层1号住宅楼前面的路面是上一家物业公司挖
开的。电梯不是物业公司停运的，是电梯公司因安全隐患停
运的。现在，由于很大部分业主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也没钱
维修电梯。

◎◎热线追踪

新报热线（记者 温

慧娟） 5月19日，本报刊
发消息《老树生蚜虫 居
民挺闹心》，对呼和浩特
市房产统建小区一棵20
多年树龄的杏树长了许
多蚜虫，部分住户不敢开
窗，担心蚜虫进家一事进
行了报道。5月23日，该小
区居民王先生给记者打

来电话咨询，这几年，老
杏树总是长蚜虫，不知道
能否移栽或者砍掉。

王先生说，前几天物
业的工作人员给杏树喷了
药，但由于杏树太高了，只
是对底部的枝干喷药，根
本无法全面除虫。老杏树
距离居民楼太近了，一到
夏天枝叶遮挡了部分居民

家的光线，邻里们经过协
商，想把它移栽或者砍掉。

5月23日，记者就此
问题采访了呼和浩特市
园林管理局的一位工作
人员。据介绍，按照城市
绿化的相关条例规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移栽、砍伐树木。如果树
木严重影响居民采光或

者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移
栽、砍伐的，应当向绿化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针对该小区的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如果
居民达成一致意见，可以
通过小区物业或者居委会
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提出申
请，园林部门可以协助对
树木进行修剪或者喷药。

生蚜虫的老树不能随意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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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亵女顾客的按摩师被刑拘
美团表示歉意

新报热线（记者 杨 佳） 5月15日，呼和浩特市在
读女研究生阿娟（化名）通过美团团购了按摩券，来到一家
无营业执照的黑店，遭到男按摩师抚摸并亲吻下体、臀部。5
月21日，记者从回民区公安分局了解到，该男性按摩师对猥
亵女性顾客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他已被刑事拘留。由于这
一事件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先后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无证
黑店堂而皇之在美团上揽客，引起广大消费者的质疑。

面对质疑，美团方面先后给出“不能向媒体透露旗下
店铺的信息资料”、“确实存在对店铺信息审核不严格”、

“已经接到客户投诉”、“正由工作人员进行处理”等回复。5
月23日，记者致电美团客服，美团客服表示接到阿娟投诉
后，第一时间协调当地工作人员与消费者联系，协助消费者
配合警方展开工作。美团方面表示，对消费者的遭遇深表歉
意，并将通过协助报案及法律援助等方式帮助消费者维权。

对于涉案商家，美团方面在接到投诉后，已经第一时间
让违规商户永久下线。美团方面介绍，与平台合作的商家均需
要提交完善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根据商家类型不同，分
别有严格的要求。经过内部核查，发现该商户在营业执照资
质提交上存在违规行为，也暴露出审核不严的疏漏，公司内
部已经展开全面排查工作。

新报热线（记者 范

亚康） 5月19日，本报刊
发消息《明天幼儿园更换
操场气垫 家长担心甲醛
超标》，对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明天幼儿园更换操场气
垫，家长担心甲醛超标，孩
子们不得不放假一事进行

了报道。5月22日，记者从东
胜区教育局了解到，明天幼
儿园更换操场气垫时使用
的相关原材料已经送到第
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事情发生后，我们教
育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要求幼儿园提供相关资

料进行检查。同时，要求幼
儿园和学生家长积极沟
通，做好解释说服工作。目
前，该园更换操场气垫时
使用的相关原材料已经送
到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东胜区教育局学前教
育管理办公室的宋坤副主

任告诉记者。随后，记者从
明天幼儿园了解到，5月19
日，明天幼儿园将更换操
场气垫时使用的相关原材
料送到西安国联质量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预计最快5个
工作日可以出来。

新报热线（记者 查

娜） 5月8日，本报刊发
消息《废弃管网跑水 陈
先生家新房成危房》，对
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沙尔沁镇沙尔沁村
村民陈先生家，因废弃30
多年的自来水管网跑水，
5间新房成了危房一事进
行了报道。随后，陈先生
的邻居潘先生也给本报
打来热线电话，反映他家
的相似情况。

5月15日，潘先生告
诉记者：“我是老陈的邻
居，我家的问题跟他家差

不多，门脸房和后面用于
居住的正房都出现了墙
体、地面开裂的情况。”今
年3月份，在陈先生家挖
开房子周围寻找地基下
陷原因后，村委会也检查
了潘先生家的情况。当时
地面被挖开，大家就能看
到地下水流不断地涌出，
谁也说不清楚早已掐断
的管网怎么还会通水。事
发后，潘先生多次找到村
委会要求给个说法，但村
委会一直不同意赔偿。

5月21日，陈先生再
次给记者打来电话说：“5

月19日，村委会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通知我去旁
听。会上，村民代表们还
是不同意由村委会赔偿
我的损失，让我去打官
司。我是农民，没有文化，
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好，根
本不知道该怎么打官司。
再说自来水管网是村委
会管理和维护的，因为不
该有水的废弃管网跑水，
造成我家房屋受损，村委
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月21日，记者再次
联系到了沙尔沁村的党
支部书记温福河。温福河

告诉记者：“村里确实召
开了村民代表大会，会上
就老陈家的事情进行了
讨论，当时他也在场。最
终，村民代表们达成决议：
老陈家的房子受损是不
是由于自来水管网跑水
造成的？受损程度和补偿
标准该如何定？在这件事
情上村委会该承担多少
责任？这些问题都不好下
定论。所以，应该找专业的
鉴定单位来做鉴定，并且
通过诉讼手段最终定责。
在法院判决之前，村委会
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新报热线（记者 杨 佳）

近日，呼和浩特市消费者
洪先生通过富力城楼盘的
委托销售公司———内蒙古
益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益金公司）预购
一套房屋。4月28日，洪先生
参加了益金公司的销售活
动，成功排到号并花费了
2000元，购买了该公司“品
牌心愿券”，确认购买该楼
盘房号为“A6-1-2303”的
房屋一套。5月12日，洪先
生与该公司签订了《呼和
浩特富力城商品房认购
书》和《签约客户确认单》，
并且向该公司交纳了2万
元定金。按照这份认购书
的条款，洪先生应当于5月

22日前交付21%的首付款，
于5月29日前办理剩余房
款的贷款手续。

洪先生告诉记者：“我
买这套房子，是为了给老
人改善居住条件。”交了定
金，签了认购书和确认单，
洪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了老人，老人们也为儿子
的孝心所感动。

过了两天，洪先生专
程赶到位于蒙西文化广场
23层的呼和浩特富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力公司）交首付款，却被
工作人员告知，他预购的这
套房子已经被卖掉了。洪先
生表示，销售方曾给他打过
一个电话，说要给他换套房

子，他当时勉强同意了，后
来销售方再也没和他联系
过，更别提换房了。

5月18日上午，记者跟
随洪先生一同来到富力公
司。洪先生当场向工作人
员出具了认购书、确认单
以及两份交款凭证，要求
办理后续手续。富力公司
的工作人员表示，销售系
统中没有他的信息，无法
办理，如有疑问只能向益
金公司求证。随后，记者向
富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表明
身份，要求采访相关负责
人，对方告知公司负责人
都不在，销售的事情只能
去益金公司采访。

无独有偶。5月20日，

消费者张先生告诉记者，4
月29日，他向益金公司交
了2万元“诚意金”，参加了
该公司举行的网上抢房活
动，但没有抢到。根据合同
约定，没抢到房子，该公司
应当在15日内退还这笔

“诚意金”，但他迟迟没有
拿到退款。5月8日，他签署
了一份《退诚意金申请》。
随后，他多次催促益金公
司的工作人员，要求明确
退款日期，但对方只是告
诉他在走财务流程。截至5
月22日，他仍未收到退款。

在消费者提供的认购
书、确认单、退款申请等格
式合同中，记者看到上面
规定了大量乙方（消费者）

的违约责任，对甲方（销售
方）的违约责任几乎未提。
对此，两位消费者表示很
无奈。

5月21日上午，记者和
洪先生一同来到保全庄牛
角桥西侧的富力城销售中
心。益金公司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公司所有负责人
都不在，到其他楼盘考察去
了。根据这位工作人员提供
的电话号码，记者联系到了
益金公司一位姓薛的负责
人。9时26分，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半个小时左右会赶到
销售中心接受采访。于是，
记者就在大门口耐心等待。
10时02分，记者再次拨通对
方电话，对方表示张先生的

“诚意金”可以退，但未对洪
先生的事情表态。10时28
分，记者仍未等到该负责
人，却接到一位陌生人打来
的电话，声称要核实记者的
身份。截至记者发稿时，销
售方仍未有任何人与记者
联系。

5月22日，记者就此事
采访了内蒙古蒙晟睿律师
事务所的白喜文律师。白律
师表示，在此事件中，益金
公司的行为明显属于单方
违约，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针对洪先生的事情，
白律师表示，洪先生有权要
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内容，
依照合同交付房源，或者依
法履行违约责任。

洪先生认购的房屋被卖掉 益金公司违约了

明天幼儿园更换气垫的原材料送检

村委会：通过诉讼途径定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