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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记者 郑慧

英）“今天一大早，我看
到店门前的道路积了许多
水，行走十分不方便，不知
道是怎么回事。”7月9日，
呼和浩特市海拉尔西街元
和建材城西侧一家临街商
铺的老板吴先生告诉记
者，他8时左右到店后，发
现店里的自来水停了。

当日10时20分左右，

记者来到海拉尔西街元和
建材城西侧，看到道路中
间已经被围挡正在施工，
南北两侧只留下很窄的道
路供车辆通行，路面上有
很多积水，过往车辆在积
水中缓慢前行，十分拥堵
（如图）。据附近一位老年
居民介绍，他早晨5时多出
门遛弯时发现路面上有积
水了，好像是自来水管道

跑水造成的，周围许多居
民家因此停了水。

随后，记者从海拉尔
西街元和建材城一直往西
走，直到工农兵路交会口
积水才消失，积水路段600
多米长，车辆通过积水路
段需要20分钟左右。

记者看到，供排水抢
修车、供排水稽查车已经
到达现场。据一名姓李的
稽查人员介绍，道路出现
积水是因为自来水管道跑
水，抢修人员正在现场抽
水，然后才能排查跑水的
具体原因，再进行维修。在
抢修过程中，周围一部分居
民家停水，等抢修完毕会恢
复供水。

当日18时许，记者拨打
了96266呼和浩特市供排水
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
得知海拉尔西街跑水管道
仍在维修中，预计晚些时
候会修复并恢复供水。

@车主，快来认领被水冲掉的车牌！
新报热线（记者 王利

军） 7月7日~8日，呼和浩
特地区连续下雨，赛罕区
交管大队六中队民警在辖
区积水路段捡到10多块车
牌。民警通过各种方法寻
找失主，目前仍有8块车牌
无人认领（如图）。

7月8日，赛罕区交管
大队六中队副中队长苏和
告诉记者，下了两天急雨，
该中队民警陆续在世纪六
路、昭乌达路、后巧报路、
滨河北路等积水路段捡到

10多块被水冲
掉的车牌，部分
车牌已经被失
主认领，还有8
块车牌未找到
失主。苏和想要
通过本报说句
话：“请车主看
到此消息后带上行驶证到
世纪七路金凤凰酒店路口
交警岗亭认领车牌。”

另外，民警特别提醒
广大司机朋友：根据相关
规定，驾驶机动车上路时，

车辆前后都必须悬挂机动
车号牌。如上路行驶的机
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一旦被查处，会被记12分、
罚款200元，还要暂扣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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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领海大厦停车场违规圈地为啥没人管？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

弓长） 连日来，本报不断
接到呼和浩特市绿地领海
大厦业主的举报电话，称
该大厦楼下的停车场违规
圈占大片场地，业主曾多
次向城管部门投诉，但这
家停车场一直没有受到相
应的处罚。针对业主反映
的情况，本报记者进行了
暗访调查。

绿地领海大厦位于呼
和浩特市东二环路与学苑
东街交会路口东南角，该
大厦共有A、B、C座3栋高
层写字楼。据一位业主介
绍，以前大厦楼下可以自
由免费停车，在这3栋写字
楼里办公的人们都觉得开

车进出很方便。可是，从今
年年初开始，有一家公司
把3栋写字楼周边的区域
全部圈占起来设置了收费
停车场。业主们前去询问
后得知，这家公司名叫呼
和浩特畅泰停车场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获得了呼和
浩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静态车辆管理办公室核
发的《呼和浩特市机动车
停车场经营证》，该证的核
发时间为2018年1月9日，
有效期至2019年1月9日。
于是，该停车场便开始理
直气壮地收费，业主们见
停车场拥有合法手续也只
好交费停车。

前不久，业主云先生

前往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依法申请复
印了绿地领海大厦停车场
的相关审批资料，却发现
该停车场存在严重的超范
围违规圈占场地情况。呼
和浩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在《关于畅泰公司设
置机动车停车场的批复》
中明确写道：“同意你公司
在东二环以东，学苑东街
以南绿地领海大厦A、B、C
座西侧、北侧空地新设置1
处机动车停车场，占地面
积约5234平方米，车位约
110个。”云先生说：“呼和
浩特畅泰停车场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把绿地领海大厦
A、B、C座东南西北四周的

空地全部圈占，都设置成
了停车场。发现这个情况
后，我多次拨打12319热线
进行举报，还曾前往呼和
浩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监察一支队，当面向该
支队的郝副支队长反映问
题。郝副支队长迅速带领
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查看，
当时也确认该停车场存在
超范围违规圈占场地的情
况。”

7月9日上午，记者跟
随业主云先生来到绿地领
海大厦停车场，看到A、B、
C座写字楼东南西北四周
的空地确实全部被圈占到
了停车场内，只是超范围
圈占的东侧和南侧大多数

停车位都被画上了黑色车
位线，而北侧和西侧的车
位线则是白色的。云先生
驱车进入停车场，并且在
南侧区域停车半个多小时
后离开，停车场管理人员
向他收费2元。

记者跟随一位业主找
到该停车场一位负责人，
询问为什么超范围圈占场
地。这位负责人表示，停车
场东侧和南侧均不允许停
车，倘若有人擅自停车，交
警就会前来贴罚单。当记
者表示该停车场依然在向
东侧和南侧停车的车主收
取停车费时，这位负责人
未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
释。

随后，记者又跟随云
先生来到呼和浩特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监察一支
队，向郝副支队长询问此
事的相关情况时，对方让
他先拨打12319举报，他们
接到指派后才能前去调
查。云先生当即拨打了
12319，可12319的客服人员
告知已经指派呼和浩特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监察
一支队进行了调查，一支
队给予的回复是“该停车
场具有合法手续”。云先生
质问“停车场明明是超范
围圈占场地，为啥没人管”
时，郝副支队长说那个停
车场已经擦掉了超范围区
域内的车位线。

新报热线（记者 杨

佳） 2016年6月23日、
2017年8月25日和2018年
6月21日，本报分别以《奥
迪Q7行驶9万公里发动
机报废 奥捷4S店拒绝
全赔》《私自开走替换车
奥捷4S店涉嫌违约侵权》
《仲裁委：奥捷4S店为消费
者无条件更换新车！》为
题，对消费者金先生和内
蒙古奥捷奥迪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进
行了报道。在这起长达两
年多的涉嫌连续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事件中，奥捷
奥迪4S店一直未采取积
极有效的方式妥善解决
问题。在多次与奥捷奥迪
4S店交涉无果的情况下，
金先生及其家属向呼和
浩特市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2017年12月18日，
仲裁委受理了这一争议
仲裁案件，并且于2018年
3月20日和4月11日，两次
开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2018年5月30日，仲
裁委依法作出裁决：奥捷
奥迪4S店为消费者无条

件更换同车型价格水平
的新款奥迪Q7-3.0T一
台（价值909000元）……
奥捷奥迪4S店应当在30
日内履行这一仲裁结果。
如果迟延履行，奥捷奥迪
4S店将向消费者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和迟延履行金。6月
25日，仲裁文书送达至奥
捷奥迪4S店，该店目前尚
未履行仲裁结果。

2016年6月29日，奥
捷奥迪4S店与金先生签
订了一份《协议》和《替换
车使用协议》。在协议中，
奥捷奥迪4S店确认了该
车辆的故障确属产品质
量问题，并且负责为消费
者更换全新的发动机。如
果在2016年8月1日之前
未能维修完毕并且交车，
奥捷奥迪4S店将从逾期
之日起，向消费者支付
1900元/天的违约金；逾
期超过两个月，奥捷奥迪
4S店将向消费者更换同
车型价格水平的新款奥
迪Q7一辆。该协议中还
明确，在车辆维修期间，

奥捷奥迪4S店向消费者
提供一台奥迪品牌的替
换车，供消费者免费使
用，直至将受损车辆维修
完毕且交车，消费者再将
替换车归还奥捷奥迪4S
店。然而，2017年8月23
日，在维修车辆未合格交
付消费者的情况下，这辆
替换车却被奥捷奥迪4S
店私自开走了。当时，车
内还放有消费者的很多
私人贵重物品。几经索
要，奥捷奥迪4S店一直不
予归还。此事至今没有处
理结果。

2018年7月初，针对奥
捷奥迪4S店替换车恶意违
约以及因此带来的经济损
失，金先生向回民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消费者的
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奥迪A8替换车
租金损失暂计算为435400
元；同时另行按照上述金
额的20%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两项合计522480元。

经审查，法院认为此事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于7月4
日依法受理了这一案件。

新报热线（记者 高

志华） 7月4日，本报刊
发消息《内蒙古路桥第七
工程处私建仓库遮光
了》，对内蒙古路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第七工程
处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
的前提下，在距离呼和浩
特市华苑小区1号楼4米远

的地方建起一处五六米
高的库房，影响了1号楼5
单元低层居民家采光一事
进行了报道。7月9日，居民
高女士联系记者，称内蒙
古路桥第七工程处的领导
答应拆除遮光的仓库。

高女士表示，针对内
蒙古路桥第七工程处私

建仓库遮光的情况，她曾
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北
方新报》对此事进行了报
道，内蒙古路桥第七工程
处的相关负责人主动联
系了居民，答应把仓库拆
除，这下家里不用白天开
灯了。

内蒙古路桥第七工程处答应拆除遮光仓库

法院受理奥捷奥迪4S店涉嫌侵权案
管道跑水 海拉尔西街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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