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张泊寒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郝小军

新报热线4

新报热线（记者 汤

军） 赤峰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监察支队（以下简称：
赤峰市监察支队）和松山区
公安分局在办案过程中，
将山东阿掖山集团（以下
简称：阿掖山集团）和赤峰
程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程源矿业）共同为杨
忠海等25名农民工开具的
还款承诺书丢失，并且松
山区公安分局已经不再对
拖欠农民工工资一案进行
调查，造成他们事实上已
经无法讨回被拖欠的工
资，按照松山区人民政府
法制科等有关部门的建
议，11月28日，杨忠海等25
名农民工向松山区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
院判令赤峰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赤峰市监察
支队和松山区公安分局等
被告丢失原告人证据的行
为违法，判决被告赔偿由
于丢失证据而给原告造成
的直接损失331万元。12月
11日，松山区人民法院正
式受理了此案，并决定
2019年1月8日8点40分开
庭审理。

12月12日下午，25名
农民工的诉讼代表杨忠
海、刘永威拿着松山区人
民法院的传票。他们对记

者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
法才到法院起诉的，这也
是按照松山区人民政府法
制科等有关部门的建议做
的。这些年，赤峰市监察支
队多次将阿掖山集团和程
源矿业拖欠我们工资的案
件移交到松山区公安分
局。松山区公安分局3次侦
办，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
该局不予立案的书面通
知。该局办案民警说，不予
立案的通知书已经交给赤
峰市监察支队，我们找到
赤峰市监察支队询问，武
林文大队长说，没有收到
松山区公安分局的不予立
案通知书。”

25名农民工的诉讼代
理人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
所律师麻广军告诉记者，
他认为阿掖山集团和程源
矿业拖欠25名农民工工资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
是，由于赤峰市监察支队、
松山区公安分局在办案过
程中，丢失了阿掖山集团
出具给工人们的还款承诺
书，造成农民工的劳动报
酬无法向阿掖山集团及程
源矿业催讨，因此被告应
承担全部责任。

据麻广军律师说，被
拖欠工资的共中26名农民
工，但是其中1名农民工在

讨薪过程中，病故在讨薪
途中，按照松山区人民法
院的要求，只能由25名健
在的农民工起诉。

今年5月起，本报便关
注杨忠海、刘永威等农民工
向阿掖山集团和程源矿业
讨薪的事件，并先后刊发了
《还款承诺书被弄丢 26名
农民工讨薪无门》等多篇报
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赤峰市政府主要领导还
亲自过问此事。

据了解，11月2日上
午，在赤峰市监察支队、松
山区人民政府法制科、松
山区公安分局、松山区党
委宣传部为农民工代表召
开的协调会上，松山区公
安分局主要领导明确告知
农民工代表，程源矿业的

行为并没有涉嫌犯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建议农民
工通过诉讼解决讨薪问
题。

11月18日，记者在山
东省日照市阿掖山集团采
访到了苏同山，他说：“拖
欠农民工的事情属实，现
在阿掖山集团已经进入破
产程序，我现在是好几个
案件的被告，正处在取保
候审阶段，集团公司的所
有权利已经被破产清算组
接管，实在是没有能力支
付拖欠的工资。”苏同山还
告诉记者，9月，松山区公
安分局民警到日照市办案
期间，从程源矿业总经理
张宗文那里拿走了31万
元，不知道这笔钱有没有
全部发放给农民工。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去买猪肉没想到被商铺门
前的冰滑倒，肉没买成反而住进医院，这是近日发生在
呼和浩特市环卫工田香枝身上的事情。12月8日，本报刊
发消息《正大猪肉直营中心门前污水积冰 路人滑倒住
院起纠纷》，对该事进行了报道。12月14日上午，田香枝在
电话中告诉记者，她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11月30日，田香枝来到赛罕区保全庄农贸市场5号
大厅正大猪肉直营中心准备买肉，就在她抬脚踏上该店
门口的斜坡时，不慎被脚下的冰滑倒，重重摔在地上。该
中心员工王小军看到这一幕后，将田香枝扶起。田香枝
随后拨打了110报警。赛罕区公安分局东瓦窑批发市场
派出所社区警务队民警刘海文赶到后，对当事双方进行
了调解，建议正大猪肉直营中心负责人先给田香枝拿些
钱去医院检查身体，遭到对方拒绝。感觉头疼恶心的田
香枝次日在武警内蒙古总队医院作了CT检查，大夫告
诉她疑似脑血管破裂、结肠破裂。田香枝随后到内蒙古
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田香枝给记者提供的内蒙古人民医
院病情证明书记载：头部外伤，背部软组织伤。患者于12
月1日~4日在我院住院，明确诊断后，行营养脑细胞、对
症，支持治疗。

田香枝告诉记者，两家医院检查治疗费一共花了
5600元。12月11日，正大猪肉直营中心相关人员携带礼
品登门看望了她，并表示愿意一次性给付田香枝1000
元了结此事，声称其中500元来自于该中心给员工王小
军的扶人善举奖励，另外500员由该中心支付。田香枝
拒绝，她表示，正大猪肉直营中心门前有冰没有及时清
理，致使她摔倒住院，应该承担她在医院检查治疗期间
产生的全部费用。

12月14日，记者就此事拨打了正大猪肉直营中心
法人代表赵俊光的电话，询问双方协商结果。赵俊光
反问记者：“这和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我就可以不
回答……至于今天呼市又有多少老人跌倒，你再去查
一查……”

新报热线（记者 查

娜）“《北方新报》刊发报
道后，自治区税务局、鄂尔
多斯市税务局及我局高度
重视达拉特旗境内民营加
油站不给消费者开发票的
违法行为。11月30日，我们
组织全旗60多家民营加油
站召开了动员会及涉税内
容的培训会，对报道中涉
及的三家加油站中的两家
进行了处罚。当日，我局还

成立了工作组对德萨线沿
线加油站进行检查。”12月
14日，达拉特旗税务局局
长马煜飞告诉记者。

11月30日和12月1日，
北方新报融媒体刊发消息
《达拉特旗这三家加油站
为什么不给开发票？》，报
道了德萨线达拉特旗境内
的加油站普遍存在不给消
费者开发票的情况。报道
刊发后，达拉特旗税务局

多次跟本报记者沟通，介
绍该局所进行的工作。12
月14日，该局局长马煜飞
和副局长张小刚来到报
社，介绍了具体情况。

张小刚告诉记者，11
月30日，达拉特旗税务局
对于报道中涉及的五宽加
油站、东鑫加油站和众兴
加油站进行问询，并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
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应开具而未开具发票”
的情况，责令其改正并对
五宽加油站和东鑫加油站
进行了950元的罚款。

记者从张小刚提供的
材料中看到，在记者暗访
中，加油后拒不给消费者
开发票的五宽加油站，其
实达拉特旗税务局早在
2017年6月就核定其可以
领取增值税普通发票了，
可直到今年的11月份，该

加油站竟然一张增值税普
通发票都没有领取过。在
达拉特旗税务局的监督
下，五宽加油站终于领取
了其开业至今第一批50张
增值税普通发票。

在记者暗访中，称可
以加柴油却不能开发票的
众兴加油站，张小刚称该
加油站并未通过验收，目
前没有正式营业，因此未
对其进行处罚。

马煜飞告诉记者，工
作组从12月3日开始，分六
组对全旗境内的30多家
加油站进行检查，要求所
有加油站必须能够给消
费者开出卷筒发票、电子
普通发票或增值税纸质
发票中的一种发票。达拉
特旗税务局今后将严查
成品油行业的涉税事项，
也欢迎《北方新报》继续关
注和监督。

新报热线（记者 杨晓

红） “就顾着高兴吃火锅
了，不舒服还以为是吃多
了，谁曾想是一氧化碳中毒
了。”12月14日，包头市东河
区的马先生对记者说。

12月7日晚上，马先生
一家9口在包头市东河区一
家火锅店吃饭。吃了一个小
时之后，4岁的孩子忽然说
有点头晕，想吐。家人以为

孩子吃火锅太热了，吃多了
有点憋，也没太在意，继续
热火朝天地吃着。大约吃了
两个小时，马先生下楼结
账，感觉一阵阵眩晕，竟然
一头栽倒，人事不省。

随后，又有位家人出
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
全身乏力和恶心呕吐等症
状。家人立即拨打了120，
马先生一家5口被送到包

头市第八医院救治。
入院后，经过急查静

脉血，血气分析，体察与患
者家属描述，很快确定5人
均为一氧化碳中毒。随后
呼吸科给予催醒，营养心
肌，营养脑细胞，吸氧，高
压氧对症治疗。患者意识
慢慢清醒，症状有所好转。
经过医院数天的治疗，马
先生和家人康复出院。

据包头市第八医院据
呼吸科主任许汝毅介绍，一
氧化碳中毒最严重的可致
死亡。如果发现及时，通过
吸氧、用药等治疗可以缓
解。较重的患者可导致脑、
心、肝、肾、呼吸系统、皮肤、
周围神经、骨骼肌等多脏器
受损。因此一旦出现一氧化
碳中毒，一定要及时治疗，
不可过早地停止治疗。高压

氧治疗最好在4小时内进
行。一般轻度中毒治疗5~7
次；中度中毒 10~20 次；重
度中毒治疗20~30 次。

医护人员提醒您，进入
冬季天气寒冷，许多人们会
选择吃火锅御寒。如遇到火
锅一氧化碳中毒要保持冷
静，发现自己有中毒症状
时，可暂时走出中毒现场，
呼吸新鲜空气，并呼叫他人

相助。发现他人已中毒时，
应立即打开窗户，将中毒者
抬离现场至通风处，松解衣
扣，使呼吸通畅，注意保
暖，并送往医院。如有中毒
者有呕吐症状，应使中毒
者头偏向一侧，并及时清
理口鼻内的分泌物。如有
呼吸心跳停止者，立即行
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
压，并尽快送往医院抢救。

◎◎新闻追踪

本报监督引起重视 达旗税务局检查30多家加油站

吃火锅一氧化碳中毒：一家9人倒下5个！

田香枝：准备起诉正大！25名农民工提起行政诉讼：索赔331万

农民工接到法院传票 摄影/本报记者 汤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