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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系安全带 首府1个多月查获40463起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10月23日上午，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向社会
公布了百日整治行动首月
的整治情况，记者梳理发
现乱停乱放达42400起，不
系安全带40463起，占违法
行为总量绝大多数，呼和
浩特市盛路通运销有限责

任公司因违法未处理较多
被通报责令整改。

记者了解到，从9月21
日开始，首府交警着手部署
开展百日整治行动，25个检
查站全部启动，其中4个省
际检查站实行24小时勤务，
严格检查过往车辆、人员、
物品和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其他21个检查站提高勤务
等级，每天上勤不少于6小
时。交管部门紧盯高速公
路、国省县乡道、山区道路
和旅游线路等重点道路,紧
盯凌晨、午间、夜间、节假
日、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
紧盯六类重点车辆，依托收
费站、执勤执法服务站等场

所, 开展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整治，加大对严重违法行
为的现场查处力度,提高现
场处罚震慑力。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日均出动
警力2212人次，出动警车
981台次，查处套牌、假牌共
7起，闯红灯147起，闯禁行

1081起，饮酒驾驶75起，超
员25起，超速597起，超载6
起，违停42400起，乱变道
4752起，乱用灯光12起，路
口加塞992起，不系安全带
40463起，疲劳驾驶5起。

另外，经统计，截至
2018年10月，呼和浩特市
机动车保有量达1136519

辆，重点车辆3900辆。交管
部门召开企业座谈会18
次，参加企业28家，对违法
未处理较多的呼和浩特市
盛路通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予以点名批评，责令立即
整改问题，违章清零，限期
对车辆承包人、驾驶人做
出严肃处理。

首府9月份肉禽蛋
及蔬菜价格均上涨

新报讯（记者 顾 爽）

记者近日从呼和浩特市商
务局了解到，根据呼和浩
特市生活必需品监测系统
显示，9月份监测的37种各
类商品价格中，27种商品
价格上涨，8种商品价格下
跌，2种商品价格持平，其
中猪牛羊肉以及禽蛋和大
部分蔬菜价格都有所上
涨。

据了解，因受非洲猪
瘟疫情影响，各盟市猪肉
产品的流通被叫停，因此9
月份猪肉批发价格环比上
涨14.34%，为21.77元/公
斤，预计后期还会上涨。由
于夏初干旱，牛羊养殖量
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
猪肉市场供应紧缺，部分
肉类食品消费转移至牛羊
肉方面，价格随之上涨。9
月份鲜牛肉批发价格为
55.5元/公斤，环比上涨
8.46%，鲜羊肉批发价格为
49.25元 /公斤，环比涨
3.68%。预计短期牛羊肉价
格还会有所上涨。另外，由
于近期粮食价格有所上
涨，导致饲料价格也随之
上涨，活鸡养殖成本提高，
白条鸡及鸡蛋价格也相应
上涨，9月份白条鸡批发价
格为16.08元/公斤，环比上
涨6.7%，鸡蛋零售价格为
10.44元/公斤，环比上涨
8.19%。

由于南方部分蔬菜产
地遭受洪涝灾害导致蔬菜
减产，本地蔬菜也相继退
市，蔬菜价格将进入季节
性上涨阶段。

在系统监测的生活必
需品中，食用油是唯一保
持平稳的种类。9月桶装食
用油零售价格为17.42元/
升，环比上涨0.4%，价格运
行稳定。预计后期随着气
温的逐渐下降，食用油市
场将迎来传统的销售旺
季，价格可能会有所上涨。

首府24日起迎大风降温弱降水天气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昨

日发布消息称，受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共同影响，
24～26日全市大部将出现大风、降温、弱降水天气。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佟彤告诉记者，降水
主要发生在25日早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
雪，降水过后全市风力加大，25～26日全市西北风4～
5级，阵风可达6～7级，全市气温下降6～8摄氏度，局
地降温可达8摄氏度以上。

此次天气过程主要以大风、降温为主，对设施农
业、户外施工及公众出行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建议相
关部门及公众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只赔付首日房费 蚂蚁短租涉嫌霸王条款
新报讯（记者 顾 爽） 本报在10月18日刊发

了消息《蚂蚁短租违约只赔首日房费 查女士不接
受》，报道了十一黄金周期间，呼和浩特市民查女士通
过蚂蚁短租APP平台预定了日照市的一间家庭公寓，
却在入住当天旅行途中遭遇房东无故违约，导致到店
无房，不得已多花了1000多元住宿成本，而蚂蚁短租
却只承诺赔付查女士首晚房费458元，经过工商部门
二次协调后，蚂蚁短租将赔偿金额提至500元。记者了
解到，蚂蚁短租目前为止没有再度联系查女士。

“10月18日下午，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商所的工
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和蚂蚁短租协调，让对方
继续和我协商解决，但到现在我也没接到蚂蚁短租的
反馈。”查女士对记者说。

记者在网络上查看了携程旅行网、去哪儿网以及
艺龙旅行网等多家旅行网站的规则，发现基本都有到
店无房情况下，赔付金额不超过首日房费的规定，但
这方面规定并没有在首页以及预定页的明显位置出
现，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去有目的的寻找，基本是看不
到这些规则的。

内蒙古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部主任魏继广告诉
记者：“现在业内没有明文规定第三方平台赔付标准，
只是有一切以合同为准的原则，消费者提交订单并支
付款项，就意味着合同成立。在订房过程中，如果第三
方平台没有在醒目位置列出关于到店无房赔付规则
的提示，那么，这就是平台单方面的声明，这条规定本
身更是涉嫌霸王条款。”

同时，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也找到以下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
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
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
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
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
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
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新报讯（记者 张学博）

“多亏了你们的指导和支
持，我们小区才成立了业
主委员会，我们代表香槟
美景小区1760户业主感
谢 你 们 ！”10 月 17 日 上
午，香槟美景小区的13名
业主代表将两面写有“百
姓公仆、为民解忧”“热
心为民、认真负责”字样
的锦旗送到回民区攸攸
板镇政府，感谢镇政府经
济项目办工作人员云彭
等人对香槟美景小区成
立业主委员会所提供的
帮助。

据香槟美景小区业

主委员会成员包女士介
绍，香槟美景小区是2008
年开始入住的商品住宅
小区。由于物业服务存在
诸多问题，业主对物业公
司服务非常不满，小区物
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也
日益增多。为了维护自身
权益，2017年9月，业主们
开始准备成立业主委员
会。“筹备初期，由于各种
阻力一拖再拖，直到我们
向回民区攸攸板镇政府
经济项目办反映了情况
才逐渐得以解决。”包女
士告诉记者，在了解了小
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准备

成立业委会的相关进展
后，经济项目办负责物业
工作的云彭等人开始帮
助小区着手成立业主委
员会。就这样，入户调查、
提交申请、张贴公告公
示、成立筹备组、推荐候
选人……各项工作才得
以有序推进，虽然期间仍
然遇到了阻力及困难，但
在各方努力下，香槟美景
小区最终于10月10日正
式召开了香槟美景业主
大会，并正式选举产生了
香槟美景小区业主委员
会，并通过投票选举出9
名业主委员会成员。

新报讯（记者 王树天）

10月23日上午，由中共呼
和浩特市委宣传部指导，
呼和浩特市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主办，呼和浩特网络
文化协会和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分公司承办的2018

“呼和浩特短视频大赛”正
式启动。大赛旨在鼓励广
大新媒体、网友充分发挥
想象力和创造力，拍摄抖
音短视频APP，自制短视频
并发布。

本次大赛主要借助抖
音平台，用全新视角记录
首府城市建设、美丽乡村、
传统文化、风景名胜、特色
饮食、风土人情、文明礼
仪、身边感动等方面内容，
展现呼和浩特市在经济、
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
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全
市各族人民良好的精神风
貌，以小切口反映大背景
大主题大时代，生产出有
情感、有温度、有力量的

“青城好故事”。

本次短视频大赛2018
年10月23日至2019年2月28
日开始征集，广大网友在
抖音客户端＃青城dou起
来＃话题下发布视频或@
活力呼和浩特，即可参加
活动。参赛视频形式不限，
如纪录片、剧情片、故事
片、动画片、公益宣传片等
均可。活动将邀请专家对
参赛作品进行综合评选。
最终决出每组的一、二、三
名，同时组委会还设置了
组织奖、参与奖、人气奖。

香槟美景小区有业委会了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10月22日，第20届CCTV
中学生频道“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内蒙古分
会区正式在呼和浩特市
启动。

据了解，“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是面向全
国的大型电视英语比赛。

第二十届“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以培养兴
趣、增强信心、展示风采、

树立榜样为目的，旨在为
全国英语爱好者搭建一个
激励英语学习、培养思辨
能力、展现综合风采的舞
台。目前，内蒙古分会区的
海选已全面启动，12个盟
市的4万名余选手将通过
海选、初评、复评和省评最
终选出6个组别的36名选
手，他们将组成内蒙古代
表队，出战在北京举行的
全国总决赛。

“希望之星”英语风
采大赛内蒙古分会区组
委会主任张泽宇告诉记
者：“希望之星英语风采
大会，是一档电视口语类
节目，这样的形式对于目
前的我们来说是非常新
颖的，通过本次比赛可以
为更多优秀选手提供释
放自我、展现个性的舞
台，让选手们得到更好的
锻炼与挑战。”

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内蒙古分会区启动

“呼和浩特短视频大赛”昨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