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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蓝BOX蹦床存在严重隐患 连伤两人仍在营业

新报讯（记者 王利

军） 小区电缆凌乱外
露，9栋楼消防设施没有
配套，多个下水井没有井
盖，正在使用中的电梯没
有验收……本报近日对
未验收就让业主入住的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
镇黑土凹村团购小区乱
象进行了报道，并将小区
业主反映的内蒙古脑包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
不到位，强行向居民兜售
装修的水泥和沙子等问
题反映给呼和浩特市住

宅小区环境秩序管理局
（下称小区环境秩序管理

局）。
记者4月26日从小区

环境秩序管理局了解到，
该局已派执法人员前往
黑土凹村团购小区调查，
并就发现的问题要求内
蒙古脑包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限期整改。

小区环境秩序管理
局在调查情况说明中称，
黑土凹村小区为村民拆
迁安置房。为了尽快解决
村民回迁安置问题，政府

有关部门对黑土凹村小
区采取了边验收边入住
的操作模式，造成了现阶
段小区内水电消防等设施
设备尚未验收就已经有村
民入住的情况，同时为了
保证回迁村民正常生活和
小区秩序，政府相关部门
选聘物业公司进驻。目前，
小区物业公司不但要承担
小区内的物业服务工作，
还须完成协助开发商等单
位进一步完善小区内的
各项设施设备绿化美化
等工作。在此期间难免会

有物业公司本身解决不
了的问题以及小区自身
条件限制所造成的服务
不到位的情况。

关于没有购买车库
的业主车辆不得入内的问
题，执法人员在调查中了
解到，小区内除出售的车
库以外没有多余的场地停
放车辆，仅有一条主道且
非环线设计，如果车辆不
停放在车库内，消防通道
将被堵塞。物业采取此措
施符合小区实际情况，但
需向小区全体业主以公

示的形式做出说明解释。
对于小区内出现疑

似“沙霸”情况的回复是，
首先物业公司对业主装
修用沙子水泥等材料没
有指定限购限价的情况。
考虑到高空吊装重物作
业的资质问题，对进行高
空作业的公司做出了限
定，而该公司给出的价格
也符合市场价格。对此，执
法人员对物业公司单一
指定吊装公司的行为给
予警告批评，同时要求小
区内必须选聘符合资质

的吊装公司不少于3家。
关于小区内电缆电

箱杂乱，安全防护设备警
示标识标牌缺失的问题，
执法人员要求物业公司
在保证业主正常用电的
情况下，对电缆加装安全
防护设备，防止居民触
电。对配电箱应派专人定
期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处
理。

执法人员对制定吊
装公司、电缆配电柜管理
不到位等行为下达了《责
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新报热线（记者 马

丽侠） 2018年9月17日，
本报刊发消息《赵先生：
新买的丰田雷凌车怎么
被喷过漆了？》，对首府市
民赵先生在广汽丰田呼
和浩特亿阳金川店购买
的丰田雷凌车前保险杠
有流漆痕迹一事进行了
报道，随后本报又相继刊
发《丰田雷凌车喷漆续：
商家与赵先生要协商解
决》、《丰田雷凌车喷漆
续：内蒙古消协受理投
诉》、《丰田雷凌车喷漆事
件：消费者将商家告上法
庭》等多篇报道。事件发

生后，赵先生维权之路历
经7个多月，4月27日，他
告诉记者收到了呼和浩
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的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驳回
他的诉讼请求。赵先生表
示不服要上诉。

记者在判决书上看
到，原告赵先生的诉讼请
求包括：撤销原告与被告
内蒙古亿阳汇丰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
2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被
告退还购车款100832元；
被告赔偿车辆购置税、保
险费及车船税、购车款3
倍的赔偿款。赵先生认

为，根据法律规定，消费
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
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一
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
虚假情况或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诱使
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
思表示的就构成欺诈。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赔偿金额为购买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
倍。

判决书中被告辩称，
原告购买的车辆系动
产，依据合同法规定，车

辆交付前风险由被告承
担，交付后的风险由原
告承担。原告在车辆交
付后使用了68天，如果
车辆存在漆面问题的形
成时间在交付后，被告
就不存在欺诈行为。根
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
定，应当由原告就欺诈事
实向法庭举证。

对此，法院认为，本
案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争议焦点为二次喷漆是
发生在交付之前还是之
后，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
配。对此，原告主张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
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
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
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装饰
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
受商品或服务之日起六
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
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
瑕疵的举证责任”，应当
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
此，法院认为，原告具备
对车身外观及漆面进行
直观检查的能力，根据被
告提供的交车确认表，原
告在对车身油漆、外观进
行检查时并未发现漆面
异常或未就漆面问题提

出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
涉诉车辆的漆面问题与
被告无关或被告并没有
故意隐瞒车身漆面问题。
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亦
应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
原则就反驳主张提供证
据，但原告提供的照片、
视频等证据不足以证明
购车时涉诉车辆漆面问
题即存在且被告故意隐
瞒了这一事实，故对于原
告主张被告在销售车辆
时存在欺诈的意见，法院
不予支持。原告的各项请
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
院依法不予支持。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高志华） 4月25日，本报
融媒体刊发《海拉尔大街
被破坏路面部分修复，中
交一公局拒绝整改？》，对
中交一公局桥隧工程有
限公司金海项目经理部

（以下简称中交一公局）

施工区域行车道坑洼不
平一事进行了报道。报道
见报后，中交一公局积极
整改，坑洼的地方都已经
填平，基本上达到了雨天
不积水、行车顺畅的要求。

4月28日8时30分，记
者从海拉尔东街与展东
路交会处出发，沿海拉尔
大街从东向西行驶，行至
海拉尔大街与工农兵路
交会处（中交一公局所修
高架桥路段），发现沿路

行车道的深坑都已经用
水泥填平，机动车不用再
绕道躲坑，行驶比较顺畅。
虽然是早高峰，也没有发
生堵车的现象。据中交一
公局一位负责人介绍，他
们所修路段路面上的坑有

些是供水、燃气及供热等
单位挖的，因为公司对市
民出行的认识不够，所以
没有积极把这些坑填平，
认为谁挖的坑应该谁负
责。看到《北方新报》报道
后，本着对施工区域负责

任的态度及老百姓出行的
需要，公司马上对施工区
域的坑洼进行了填平处
理。在以后施工期间，如果
路面上再有坑洼不平之
处，中交一公局也会积极
填平，以方便市民出行。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张弓长） 4月29日，本报记
者经调查发现，呼和浩特
市蓝BOX蹦床运动公园内
因游乐设施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在连续导致两名顾
客严重受伤的情况下，仍
在继续营业。

据了解，蓝BOX蹦床
运动公园位于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医院对面的一栋楼

内，是一家今年年初才开
始营业的大型娱乐场所，
每天都有大量顾客来此玩
耍。4月6日，市民赵女士来
到蓝BOX蹦床运动公园
时，里面已经有很多顾客
正在玩耍，赵女士花98元
买了一张票后走进游乐
场。游乐场里有一个大型
充气式滑梯，当时很多人
都在玩，赵女士坐在一个

充气皮圈上从滑梯快速滑
下来时，重重地摔在了滑
梯底部的充气垫上。当时，
有人拍录了赵女士摔伤的
整个过程。赵女士感觉腰
部疼痛难忍，随行的家人
急忙将她送往武警内蒙古
总队医院。经医生诊断，赵
女士腰椎骨骨折，手术时
植入6根钢钉。事发后，蓝
BOX蹦床运动公园先后给

赵女士支付了3.5万元的治
疗费，就再未支付。如今，
赵女士已经花费了七八万
元的治疗费，仍在住院。更
让赵女士感到气愤的是，
她后来了解到，在她摔伤的
前一天也就是4月5日，还有
一名女士也是在那个大型
充气式滑梯上玩耍时，同样
重重地摔在滑梯底部的充
气垫上，严重受伤后仍在住

院。可是，赵女士玩耍时，蓝
BOX蹦床运动公园的经营
者竟然没有对这个存在极
大安全隐患的娱乐设施进
行任何改进，也没有给顾
客任何提示，导致伤人事
故一再发生。

4月29日上午，记者来
到蓝BOX蹦床运动公园时
看到，曾经连续摔伤两名
顾客的大型充气式滑梯仍

有很多顾客在玩耍。蓝
BOX蹦床运动公园一位姓
佟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
也承认，确实有两名顾客
在玩耍过程中受伤，目前
双方正在协商具体赔偿事
宜。当记者问及该运动公
园是否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时，佟姓负责人虽然称已
经办理了相关手续，却拒
绝让记者看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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