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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 法治4

泰和熙地1000多户居民房屋为啥被查封？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融

媒体首席记者 高志华）

“房子我们住了好几年，网
签合同也办了，过户费也
交了，谁知5月30日，法院
在小区门口突然贴了一张
查封公告，公告称法院查
封了小区的土地和地上所
有建筑物。我们辛苦攒钱
买的房子被查封了，到底
是怎么回事？”呼和浩特经
济技术开发区金川工业园
区泰和熙地小区的居民们
一头雾水。

6月19日下午，北方新
报融媒体记者来到泰和熙
地小区发现，很多居民聚
集在小区广场，议论法院
突然查封他们房屋的事
儿。听说记者来意，居民们
拿出购房合同说，泰和熙
地小区于2011年开始销

售，开发商是内蒙古赤诚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当时这个小区的房价
相对便宜，五证也齐全，购
买后就能办理网签，很多
人都来这里买房。小区共
有1300多户，现在入住率
已超过了90%。”一位居民
说。

5月30日，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小区门口
贴出一张查封公告，公告
显示，该院依据（2019）内
01执22号执行裁定书，于
2019年5月29日查封了被
执行人内蒙古赤诚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土
默特左旗110国道582公里
处南侧面积为66027.81平
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即泰和熙地小区）。

查封期限自2019年5

月29日起至2022年5月28
日止。

小区居民们原本平静
的生活因这张查封公告起
了波澜。“小区1000多户居
民有的交了全款，有的在
银行办理贷款，大家都已
经入住多年。购房时，开发
商为我们办理了网签合
同。领钥匙时，我们把办房
本的费用也交了。本以为
房子是我们的了，谁知却
被法院查封了。现在大家
都不知道法院为什么要查
封我们的房子，难道我们
的网签合同是假的？”采访
时，一些居民向记者如是
说。随后，记者来到泰和熙
地小区开发商办公室及物
业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
员均表示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

6月20日，记者带着泰
和熙地小区居民的疑问来
到土默特左旗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该局相关负责人
看了居民们的购房合同后
表示，合同是正规的网签
合同。当日中午，记者电话
联系了内蒙古赤诚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泰和熙
地项目负责人李江波，他
向记者介绍，该公司确实
因泰和熙地项目与建筑方
有官司，但涉案金额仅有
三四百万元。泰和熙地项
目价值六七个亿，法院为
何要查封整个小区，他不
清楚。

6月21日，记者就法
院为何查封泰和熙地小
区居民房屋一事，向呼和
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宣
传部门发去了采访函。27

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局贺海涛法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院执行局于2019年1月
8日受理了王某某申请执
行内蒙古赤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约
344万元。

执行过程中，该院根
据申请执行人王某某提
供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线
索，对被执行人财产情况
进行了调查，查明被执行
人开发建设的泰和熙地
小区房产没有进行产权
登记，登记管理部门只有
小区土地使用权登记信
息。为实现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诉求，该院依法查封
了被执行人内蒙古赤诚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名下的泰和熙地小区
土地使用权，并张贴了查
封公告。

贺海涛介绍，6月 20
日，泰和熙地小区业主代
表到该院问询查封情况，
该院告知业主代表正在协
调案件当事人双方协商解
决问题尽量减少对小区业
主的影响。“现在，我院正
在与业主代表联系，登记
哪些业主有网签备案合
同，我院会根据备案登记
信息再到管理部门核实。
经核实，如果业主确实已
经签订了网签合同，我院
会及时解除这部分业主的
查封。为了减少查封对业
主的影响，有网签合同的
业主不用走异议程序就会
解除查封。”贺海涛对记者
说道。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郝儒冰） 6月25
日，阿拉善左旗森林公安
局巴彦木仁派出所收到一
位牧民送上的写有“警心
暖民心 警民一家亲”的
锦旗。原来，送锦旗的是当
地一位牧民，他送锦旗是
为了感谢巴彦木仁派出所
民警救助了他家的骆驼。

6月18日，巴彦木仁派

出所接到两位游客报警
称，在乌兰素海嘎查境内
有峰骆驼陷入一排水井口
处，无法脱身（如图），需要
救助。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根据多年来对辖区牧户的
了解，通过骆驼身上的印
记确定骆驼的主人并告知
其被困地点。民警查看骆
驼被困情况后，尝试通过
人力将骆驼推出排水井

口，但是骆驼身躯较大，没
有成功。

随后，巴彦木仁派出
所指导员苏和巴特尔提出
用车救助骆驼的提议，于
是民警和牧民共同努力，
30余分钟后终于将被困骆
驼救出，骆驼的主人对实
施救援的热心牧民和巴彦
木仁派出所民警表达了深
深的感谢。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融媒体记者 艾文涛）

6月27日13时48分许，呼
和浩特市锡林北路通达
批发市场西门附近的地
铁施工围挡内发生天然
气泄漏，14时许，交警、派
出所、城建、中燃、供电等
多个部门启动紧急预案，
全力抢修。

北方新报融媒体记

者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了解到，当
天13时48分许，指挥中心
接到路人报警，称地铁施
工工地有天然气泄漏。指
挥中心立即通知各部门
赶往现场并启动相应的
紧急预案。新城区交警第
一时间将呼伦路与北垣
街十字路口东向西方向
实施道路全封闭，并提示

过往车辆需绕行；与此同
时，相邻的回民区交管大
队也对周边路口进行临
时管制，疏导车辆避开抢
险现场。

截至20时30分许，记
者从现场了解到，泄漏点
已修复，该路段已通行，
断电区域已恢复供电，民
警、消防员还在现场观察
有无其他情况。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顾 爽） “我的
孩子因病不能在呼和浩特
市小小运动馆继续上课，退
课的时候算下来我居然余
额不足，还要给运动馆补
钱！”近日，呼和浩特读者付
女士向本报反映情况，对呼
和浩特市小小运动馆的这
一规定表示不解。

“我是在2016年夏天
给孩子在小小运动馆报的
名，但是孩子上了几节课
之后就得了鼻炎，因为运
动馆场地比较封闭，所以
孩子一上课就感到不舒
服，当时和老师协商退课
的时候，被告知退课不划
算，还不如把课转给别
人。”付女士告诉记者，“因
为一直没有人接手课程，
所以我在2017年和2018年
也陆续上了一些课，但孩
子的病没有好转，一到夏
季就犯，上课也遭罪，所以
今年我再次和小小运动馆

协商直接退课，可是算完
课程之后，运动馆的老师
告诉我不但退不回钱，我
还欠运动馆的钱。”

付女士告诉记者，她当
时交的课时费为14380元，
对应的课时为100节正课和
25节练习课。今年退费的时
候，还剩下32节正课，因为
练习课取消，所以抵顶正课
14节，加起来一共应退46节
正课的费用，但小小运动馆
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付女
士买课的时候是按照优惠
价格计费，如果要退课就要
按原价计算，运动馆方面算
出来的金额为16566元，也
就是说，如果付女士要退
课，非但不能退费，还要给
运动馆补差额。

6月26日，记者来到位
于呼和浩特市绿地·中央广
场蓝海大厦B座的小小运动
馆，该馆一位姓朱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付女士当时购
买课程时确实是按照优惠

价格交费，而按照原价退课
也是会员协议中标明的。记
者在工作人员提供的付女
士的会员协议上看到，“已
正式上课15周或以上的学
员可随时申请退款，已发生
费用一律不能享受任何折
扣、折让或优惠，应按原价
计算”的字样。

自治区消协律师团成
员———内蒙古陀力律师事
务所律师胡泊告诉记者，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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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运动馆在制式合同中写明
这样的条款属于违法行
为，即便付女士签了字也
可视为无效。

付女士：到小小运动馆退课还要倒赔钱？地铁围挡内天然气泄漏 多部门紧急救援

◎◎热线追踪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融媒体首席记者 高志

华） 6月26日，北方新报
融媒体刊发《丁香路小
学门口两台变压器与树
木接触 老师家长盼除
隐患》，对丁香路小学门
口两侧人行道上有两台
变压器，一些树枝搭在

变压器上，孩子们经过
时有危险一事进行了报
道。6月27日，记者再次
来到丁香路小学，发现
校门口两侧与变压器接
触的树枝已经被修剪锯
掉。

27日8时许，记者来
到丁香路小学时正值上
学时间，虽然与变压器
接触的树枝已经被修剪

锯掉，但因为下着小雨，
老师为了学生们的安全
还是引导他们远离变压
器。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丁香路小学建校只有10
多年，学校旁边有加油
站，校门口两侧有变压
器，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希
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这些
问题。

丁香路小学门口与变压器接触的树枝已被锯掉

骆驼被卡排水井口 森林公安及时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