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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 / 热线 3

大学生开店：“找饭碗”不如“造饭碗”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弓长） 几个月来，本
报以《绿地领海大厦停车
场违规圈地为啥没人
管？》《绿地领海大厦停
车场仍在违规收费》《绿
地领海大厦停车场把处
罚当儿戏？》《绿地领海大
厦停车场如此整改是在
忽悠谁?》《绿地领海停车
场违规收费亭被吊离》
《绿地领海大厦停车场整
改两月后继续违规！》《绿
地领海大厦停车场环岛
变“死岛”》为题，对呼和

浩特市绿地领海大厦楼
下的停车场违规圈占大
片场地的情况进行连续
监督报道。

11月29日上午，记者
再次来到绿地领海大厦
时看到，以前一直设置在
停车场进出口的收费亭
已经不见踪影，各类车辆
不仅可以自由出入停车
场，也能免费停车了。

随后，记者拨打呼和
浩特市市容管理局宣教
科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询
问绿地领海大厦停车场
收费亭是否为该局执法
人员拆除时，这位负责人

表示，应该不是该局执法
人员拆除的，该局早在一
个月前就已经把停车场
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呼和
浩特市交管支队。

绿地领海大厦的多
名业主告诉记者，11月
28日晚间，来了多名身
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拆
除了停车场进出口的收
费亭。业主们说：“不管
是谁拆除的收费亭，都
要感谢《北方新报》对此
事的监督报道，更要感
谢相关部门严格执法，
彻底取缔了这个违规圈
地的停车场。”

新报热线（记者 张

学博） 11月20日，本报
刊发消息《陈先生：正邦
地产为何迟迟不退还我
的购房保证金？》，对陈先
生名下一套二手房通过
正邦地产与买家完成交
易后，由于种种原因，暂
扣在正邦地产的10000元
购房保证金迟迟无法退
还一事进行了报道。12月

2日，陈先生打电话告诉
记者：“正邦地产已经为
我退还了购房保证金，感
谢《北方新报》对此事的
关注！”

据陈先生介绍，11月
29日，正邦地产都市华庭
店的负责人通知他和买
家一同前往该店，最终三
方坐在一起签订了交屋
书，完成了剩余的流程。

由于买家替陈先生代缴
了上一年度共计1514元
的采暖费，按照约定，这
笔采暖费直接从10000
元的购房保证金中予以
返还。11月30日，正邦地
产通过转账的形式向陈
先生退还了8486元的购
房保证金，同时向买家返
还了1514元的代缴采暖
费。

新报热线（本报记者

解裕涛） 10月19日，本
报刊发消息《张女士：我
的奔驰车咋总出毛病？》，
对张女士花26万多买了
一辆奔驰车，从提车开始
没到一个月的时间，该车
小问题就不断，而最后一

次雷达失灵问题让双方
纠纷陷入僵持。

12月3日，张女士告
诉记者：“包头中升之星
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已经
和我达成协议，将一款
GLA220的试乘试驾车换
给我，这款车比我以前那

辆车贵出几万元，这两天
我正在办理上户手续，现
在4S店的服务态度也很
好。”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
结果，张女士表示很满
意，她由衷感谢本报的关
注和报道。

新报热线（记者 张学

博） 近日，工商银行宿舍
楼的居民向本报反映称，
由于管道漏水严重，从11
月23日开始，该宿舍楼就
停暖了，到现在没有恢复
供热……

11月29日10时，记者来
到中蒙医院西巷的工商银
行宿舍楼，走访中了解到，
该宿舍楼共有36户居民，从
11月23日开始，整栋楼都停
暖了。随后，在居民的指引
下，记者在附近找到了供热
管道施工地点，此时几位居
民正组织维修人员对地沟
内的管道进行维修。据居民
康先生介绍，停暖后，他们
向科林热力公司反映了这
一情况，但对方表示漏水管
道不属于他们的维修范围，
需要居民自筹资金进行维
修。“这条管道连接着热力
站和我们宿舍楼，按理说应
该由热力公司来维修，虽然
我们进行了几次沟通，但是

仍然没有结果。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自筹资金进行维
修。”康先生告诉记者，维修
费用预计需要3000多元，目
前还在集资当中，为了尽快
恢复供热，他们先找来维修
人员进行维修。记者在现场
注意到，一截几米长的管道
已被取出，上面不仅锈迹斑
斑，还有几个破洞。

在呼和浩特科林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中蒙医院热
力站，一位姓霍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热力站负
责近3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
积，由于工商银行宿舍楼
的供热管道失水严重，导
致热力站负责的整个供热
区域压力受到影响。为此，
他们只能暂时停止为工商
银行宿舍楼供热，并贴出
通知告知居民及时进行维
修。对于漏水管道的维修
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按
照产权划分，一次供热管
网属于热力公司维护，而

这条漏水的管道是专为工
商银行宿舍楼输送热量
的，属于二次管网，产权属
于居民，因此不在热力公
司的维修范围之内。

据了解，供热管道维
修完成后，工商银行宿舍
楼已于11月29日21时左右
恢复供暖。

《北方新报》第13次百
日追暖行动已于日前正式
启动。有关供热方面的问
题，市民可以通过以下3种
方式向本报反映：拨打电
话0471-6651113；进入北
方新报微信公众平台点击
右下方“百日追暖”，进入
报料页面；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报料页面。接收到
您反映的问题后，本报记
者将及时进行采访。

11月30日，舜和·慢城
2期盛大交房，800多户业
主达成置业梦想。

舜和·慢城从2017年6
月开盘到2018年11月交付
在即，比原定时间提前半
年，这样高效率的提前交
楼盛况在整个青城楼市来
说也是屈指可数。

舜和·慢城项目位于
新城区察哈尔大街与东河
交汇处东北角，是天房控

股运动地产领导品牌，集
居住、运动、休闲、生活、养
生为一体，社区打造十余
项高品质运动配套，游泳
馆、羽毛球馆、乒乓球场、
儿童淘气堡等设施满足全
家人健康运动慢生活体
验。

社区内为老服务中心
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拥
有成熟配套设施、满足社
区业主健康、养生、娱乐需

求，查体建档、休闲娱乐、
日间照料、辅导作业等每
项服务均免费，让业主足
不出户即可享受品质生
活。

舜和·慢城关注社区
文化建设，社区每个楼栋
里打造阅读角，免费为每
位业主提供优质的阅读空
间。定期更新各类图书，丰
富社区生活，共享阅读快
乐。 文/顾 爽

在大部分同学都忙着
找工作或考研之际，21岁
的大四学生梁帆和张艳霞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附近开
了一家米线店。

八张桌子，一个厨房……
两个在外界看来乳臭未干

的年轻人，就这样开启了
自己的淘金之路。

饭店开业1月有余。早
上8点开工，一直忙到24点
左右，两人干劲十足。“从
来不知道自己还能吃的了
这个苦！”张艳霞说，“如今

工作不好找，可能找一份
工作工资也不会太高，我
们心想，干脆自己创造饭
碗吧。”

他们是怎么开饭店
的？生意怎么样？12月2日
10点，记者走进这两位大
学生开的饭店内。

梁帆正在泡米线，张
艳霞正在手机上处理订
单。厨房里豆芽、豆皮、黄
瓜丝、油麦菜等各样菜品
都已备好。“梁帆，11点6份
米线，4份全素，1份加虾
饺，1份加脆皮肠。”张艳霞
一边和梁帆沟通订单，一
边飞快地在本子上记录。

“梁帆，11点半有2份全素
米线，能做出来吗？”“能
呢！”梁帆看起来稳重谨

慎，他不紧不慢的调制着
米线。

梁帆说，每天一早，他
就起床泡米线，熬米线汤，
这样，顾客点餐之后，他就
能将米线很快做好。

张艳霞性格外向。她
的手机不断的传来订单，
她不停的接单、和顾客沟
通、收款。“梁帆，你准备做
米线，我这有4份脆皮鸡饭
订单。”张艳霞说着，便开
始炸鸡排，紧接着盛米饭，
在米饭上摆放好事先备好
的黄瓜丝、香甜玉米粒、小
咸菜，鸡排炸好后再切成
小块摆放好，一份脆皮鸡
饭便做成了。

厨房里，只见两人埋
头干着，一刻不停。不一会

儿，他们雇佣的小时工也
来到了饭店。他们开始忙
碌的打包，11点时，小时工
准备出发送餐。此时，店内
也陆续来了顾客，两人越
发忙碌开来。

“我们的顾客还是以
学生居多，他们来饭店吃
饭后，我们会和他们加微
信，这样，他们不方便来饭
店的时候，我们会送餐。”
梁帆说，自打11月1日饭店
开业以来，他们也赢得了
一些老顾客，每天的订单
不少，他们几乎没有空闲
的时候。

说起此次创业经历，
两人表示，早在半年前，他
们就有了自己创业的想
法，今年9月开学后，他们

正式决定要创业，两人加
盟了一家饭店，在这家饭
店拜师学艺一个多月时
间，花了12万元开办了这
家饭店，从租店铺、装修
装饰、办证件、买设备，他
们都是独自完成。他们
说，他们其实也是在赌，
他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
样，现在他们刚刚迈出了
一小步，希望未来会越来
越好。

晚上9点，当记者路过
两人的饭店时，透过窗玻
璃，看到两人还在厨房忙
碌着，一个煮米线，一个打
扫卫生，忙的不亦乐乎。

“离下班还早着呢！”
梁帆嘿嘿笑着。
文·摄影/本报记者 刘 惠

舜和·慢城提前半年盛大交房

工商银行宿舍居民自费维修供热管道

◎◎热线追踪

绿地领海大厦停车收费亭拆了！

张女士：奔驰4S店给我换了车

正邦地产为陈先生退还了购房保证金

梁帆正在煮米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