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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8

2018年，本报记者始
终奔跑在新闻一线，他们
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
扬清，了解群众诉求，找准
问题症结，推动问题解决，
通过一篇篇新闻报道，让
群众感受到党心与民心同
频共振。

追问丰田汉兰达致命

安全隐患

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的
续先生和家人乘坐着花了
30万多元购买的丰田汉兰
达汽车在高速路上发生交
通事故，由于车内7个安全
气囊均未能弹出，导致续先
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场死亡。
本报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
从2017年年底至2018年4月
期间，先后刊发《2死2伤，丰
田汉兰达安全气囊为啥没
弹出？》《丰田汉兰达安全气
囊事件续：双方各持己见》
《这辆丰田汉兰达安全气囊
问题是“旧病复发”？》等多篇
报道，深入追问丰田汉兰达
汽车存在的致命安全隐患
问题，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最终，广汽丰田
汽车有限公司给续先生发
来了一份“迟到”的车辆召
回通知书，承认该款汽车安
全气囊确实存在问题。续先
生获赔100多万元。

追踪奥捷奥迪4S店与

消费者纠纷案

从2016年6月开始，因
为奥迪Q7的发动机出现质
量问题，呼和浩特市的金
先生与奥捷奥迪4S店开始
了一场长达近3年的“马拉
松式维权之战”。双方产生
纠纷后，奥捷奥迪4S店动
用涉恶团伙，强行开走按
照合约为金先生提供的替
换车，而且拒不归还车内
的贵重私人物品。金先生
维权胜诉后，奥捷奥迪4S
店又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
赔偿责任。本报记者对这
起维权事件进行了全程追
踪采访，先后刊发《奥迪Q7
行驶9万公里发动机报废
奥捷4S店拒绝全赔》《先违
约再侵权！奥捷奥迪4S店：

“曝光去吧！”》《奥捷奥迪
4S店雇佣涉恶团伙处理消

费纠纷？》等多篇监督报
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11月28日，奥捷奥迪4S
店被呼和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90多万元汇
入金先生的账户。

拔掉绿地领海大厦楼

下违规停车场

从7月上旬至11月底，
本报记者对呼和浩特市绿
地领海大厦楼下的停车场
违规圈占大片场地的问题
不断进行明察暗访，先后刊
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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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领海大厦停车场
收费亭终于被拆除》的8篇
监督报道，最终促使监管
部门依法取缔了这家违规
经营的停车场。

暗访运煤线上违法逃

税的加油站

11月28日，本报记者
经暗访调查后发现，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德萨
运煤线上的私人加油站从
不给个人开发票，随后刊
发报道《达拉特旗这3家加
油 站 为 什 么 不 给 开 发
票？》。报道刊发后，立即引
起了内蒙古自治区税务
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和
达拉特旗税务局的高度重

视，达拉特旗税务局迅速
成立工作组对全旗境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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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14日，达拉特旗税务局
局长马煜飞和副局长张小
刚专程来到本报后表示，
该局组织全旗60多家民营
加油站召开了动员会及涉
税内容的培训会，并对报
道中涉及的3家加油站中
的两家进行了处罚。

调查检车站违规检车

内幕

10月中旬，本报记者前
往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暗
访调查后发现，该县两家
机动车检测站工作人员私
自收钱当“黄牛”，经过私
自改装严重超重的大货车
只要给钱也能顺利通过检
测。报道刊发后，这两家机
动车检测站的负责人来到
本报后表示，经核查，站里
确实存在个别工作人员私
自向车主收取额外费用，
并口头承诺可以保证违规
车辆检测过关的违规情
况，但因监管部门还专门
设置了严格的远程查验程
序，这几名工作人员根本
不具备确保违规车辆检车
过关的能力。事发后，这两
家检测站已经将涉事的几
名工作人员开除。此外，报
道还引起了呼和浩特市机
动车排气检验管理中心的
高度重视，并依法责令这
两家机动车检测站进行停
业整改，待整改通过验收
后方可继续开办业务。

促使富力城退还消费

者“诚意金”

4月底，位于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的富力城楼盘开
盘销售，张先生和陈先生
在向富力公司交纳了2万
元“诚意金”之后，没有在
网上抢到房源。按照富力
公司的承诺，这笔“诚意
金”会很快退还，但截至6
月中旬，他们多次催促富
力公司，仍未收到这笔退
款。本报记者得知这一情
况后，立即进行采访调查，
并刊发题为《张先生：富力
公司还没给我退钱》的报
道。报道刊发后，记者继续
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与张
先生和陈先生一样向富力
公司缴纳2万元诚意金的
消费者竟然达300多人。本
报又刊发报道《富力城：300
多户的“诚意金”都没退》。
在媒体强有力的监督下，富
力公司方面开始分批退还
消费者的“诚意金”。

跨省采访方特欢乐世

界安全事故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
市民杨女士带领其8岁的
儿子去山西省大同市的方
特欢乐世界游玩，儿子被
巨大的冰雕砸伤。事发后，
本报记者经过深入采访，
先后刊发《杨女士：我儿子
在方特欢乐世界被砸伤为
啥没人管？》《男孩在方特
被砸伤续：方特总部也管
不了？》《方特欢乐世界受
伤男孩续：记者向安监局举
报安全隐患》等多篇报道。
最终，大同市方特欢乐世界
负责人来到呼和浩特给杨

女士的儿子赔偿了8万元。
对于这一处理结果，杨女士
表示满意，并对本报给予的
舆论监督表示感谢。

关注首府一辅警打人

事件

11月20日，呼和浩特市
一段辅警在岗亭窗口击打
被执法对象的视频和另一
段当事人被打后面部出血
倒地的视频被网友在微信
朋友圈中大量转发。本报记
者迅速对此事进行了的采
访报道。记者在向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交管大队八一市
场中队求证后得知，视频中
记录的事件确系发生在11
月20日，打人者为八一市场
中队的一名辅警。该事件发
生后，立即引起了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度重
视，交管支队纪委和辖区派
出所随即也介入调查。初步
调查后，新城区交管大队先
是责令涉事辅警停职接受
处理，随后涉事辅警又被解
除聘用关系。

直击“易出行”消费陷

阱

9月26日，本报记者对
消费者阿女士在锡林浩特
机场花1280元购买“易出
行”服务卡，却享受不到对
方承诺的服务，并遭遇维权
难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报道
刊发后，机场方面承诺给阿
女士半价退款。本报又刊发
了题为《只给阿女士半价退
款，锡林浩特机场涉嫌违
法！》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引
起了锡林浩特机场的重视，
阿女士最终得到全额退款。

这起消费纠纷得到圆满解
决后，阿女士向本报表达了
诚挚感谢。

探寻环城河恶臭污水

来源

9月下旬，曾经碧波荡
漾的呼和浩特市环城河赛
罕段不知为啥突然变成了
恶臭难闻的污水河，本报
记者发现这一情况后，立
即展开调查采访，并刊发
题为《呼和浩特环城河赛
罕段恶臭污水从哪来？》的
报道。报道刊发后，引起了
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9月
27日下午，呼和浩特市供
排水公司排水管网养护分
公司副经理张勤在呼和浩
特市春华水务集团一名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找到记
者就此事接受了采访。据
张勤讲，经该公司排查发
现河底有一条雨污管道存
在跑水现象后立即开始抢
修。之后，本报刊发了题为
《环城河赛罕段将新修一
条雨污管道》的报道。10月
下旬，这条污水管道从河
底被迁移到了岸上，从而
彻底排除今后污染河道的
隐患。环城河赛罕段再现
碧波荡漾的景象。

促使德顺源总部为消

费者退还储值卡内余额

8月上旬，位于呼和浩
特市石羊桥路德顺源加盟店
突然关门，该店不仅拖欠员
工16万余元的工资和部分供
货商的货款，还导致众多顾
客储值卡中的余额无法消
费，也无法退款。针对此事，
呼和浩特市德顺源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强
给出的答复是：“这个加盟
店是独立法人、独立经营，
总部不对此负责。”本报记
者得知此事后，立即开展调
查采访，并率先刊发报道《德
顺源一加盟店停业 消费者
难维权总部称不负责》。报道
刊发后，德顺源总部邀请数
十家媒体，针对此事件召开
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该
公司董事长张志强不仅就此
事件向广大消费者致歉，并
承诺由德顺源总部全额退
还消费者的卡内余额。

2018年那些时光———舆论监督
文·摄影/首席记者 张弓长

续先生一家遭遇车祸后面目全非的丰田汉兰达汽车

本报对奥捷奥迪4S店雇佣涉恶

团伙插手消费纠纷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