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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热线追踪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
介入调查检测站
放纵带病车上路事件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范亚康）

连日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对包头市安捷机动车检测

站有限公司让带病车在某些人运作下“安全”上路的

事情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包头市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7月14日，记者从包头市生态环境局

了解到，该局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14日，记者来到了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该局机动

车排汽检测管理中心张主任在详细了解了记者的采

访过程后表示，机动车排汽检测管理中心已经介入

调查此事，希望记者配合机动车排汽检测管理中心

对涉事车辆在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的检测站再次进

行检测。

徐先生
收到了厂家发来的家具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前两天，我收到了厂家发来的床品，沙发也快到货

了，非常感谢厂家能给我们及时解决问题。”7 月 16

日，呼和浩特市民徐先生开心地告诉记者。

6月10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刊发消息，对首府

100多名消费者在居然之家玉泉店和新城店的喜临门

店铺购买家具，因经销商资金链断裂放弃经营，无法

给消费者送货一事进行了报道。为此，该品牌总部负

责人及时赶到呼和浩特与居然之家商场进行对接，为

消费者妥善解决问题，保障消费者权益。

7月16日，记者了解到，目前厂家已经陆续为消

费者发货，预计月底前全部发货完毕。针对已经购买

了其他产品的部分消费者，厂家也已经统一为这些消

费者退了款。此外，新的加盟商也将于近期入驻居然

之家，为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查 娜）

“去年从北京恒安卫士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安卫士）实习回来之

后，我就一直在跟中间人

和呼和浩特宇翔职业培训

学校（以下简称宇翔学校）

联系，但到现在也没拿上

退费。”7 月 14 日，盛先生

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去

年 4 月，盛先生花费 4 万

元，通过中间人介绍到宇

翔学校，并由该校安排到

北京“实习”3 个月，但返

回呼和浩特之后，宇翔学

校却没有按照当初的承

诺，安排他到呼和浩特市

地铁 1 号线当安检员，而

是通知其再去长沙地铁实

习。之后，盛先生开始了与

中间人和宇翔学校漫长的

维权。听说宇翔学校被呼

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责令退费，盛先生

7 月份再次去宇翔学校询

问，学校告诉他，培训费退

给中间人了。

记者了解到，宇翔学

校从 2019 年 4 月 16 日开

始招生，以“介绍呼和浩特

市地铁 1 号线安检员”之

名，违规开办收费 9800 元

的培训班，并将报名的求

职者以“实习”的名义，安

排到北京恒安卫士等地铁

安检服务单位工作，共计

招生 87 人。事实上，当时

呼和浩特市地铁 1 号线的

安检服务单位并未完成招

标工作，宇翔学校“预测”

中标单位将是与其有业务

往来的恒安卫士，因此提

前预判“商机”，将招来的

学员以“实习”之名输送北

京地铁工作。然而之后，恒

安卫士并未中标 1 号线的

安检服务项目。加之到北

京实习的求职者们被要求

签订在北京地铁工作的劳

动合同，很多求职者纷纷

回来，向宇翔学校讨要说

法。宇翔学校于是在去年

给一些学员退了一部分学

费。

今年1月和5月，呼和

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两次对宇翔学校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

于6月20日前对收取的每

位学员（含上岗人员）9800

元的培训费全额退还，并

提供退费的相关凭证。目

前，职业能力建设科收到

了该涉案学校 87 名学生

每人 9800 元培训费的退

费凭证，正着手逐一对退

费情况进行再核查。7 月

14 日，职业能力建设科孙

科长告诉记者：“对宇翔学

校我们仍在密切关注中，

学校称部分学费退给了中

间人，因此我们要求学校

书面保证，必须敦促中间

人联系学员退费，确保每

一名学员都能拿到退款。”

随后，记者采访了宇

翔学校所属的内蒙古天宇

人力资源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华。张华的

解释中，87 名学员并不是

全部都按照人社部门的要

求全额退费的。张华告诉

记者：“去年，因为没能安

排工作等原因，我们已经

协商给 40 名学员退费了，

当时每人退费 5800 元。今

年以来，呼和浩特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我们

学校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要求我们给全体学员

全额退费。到6月下旬，我

们又给剩下的 40 多名学

员退费。”

张 华 称 ，87 名 学 员

中，有 10 多人是自己到学

校报名的，没有通过中间

人介绍，这些人都已将钱

退给本人，其余的 70 余人

都是退给了中间人。对于

学校是否对中间人退费进

行监督，张华说：“我已经

几次跟主要的三个中间人

说了，学费一定得退到学

员手中，但是不是真退了

我们也不好监管，如果不

给 退 ，警 察 肯 定 找 他 们

呀。”

既然是有些人是部分

退费、多数人的学费退给

了中间人，那么给呼和浩

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职业能力建设科提供的

87 人名单和全额退费的

凭证是怎样的？7月15日，

宇翔学校向记者提供了相

关材料。在 87 人的退费名

单中，记者找到了盛先生

的名字及《学员退费申请

表》，这份申请表显示退给

了盛先生 9800 元，还有他

的签字按手印，而记者拨

打表上盛先生的联系电话

发现是空号。并且，全部退

费申请表中显示均为学员

本人签名。

在给呼和浩特市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承诺

书中，则写到“截至目前，

我校直接收取学费的学员

已经全部全额退费。兼职

招生老师代缴费的学员，

也全额退费。我校承诺，如

出现兼职招生老师未落实

退费问题，我校全权负责

妥善解决，不造成负面影

响。”

记者结束采访后，盛

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

宇翔学校联系他了，表示

会联系他的中间人解决退

费问题。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弓

长） 7 月初，记者经多方

采访调查后发现，呼和浩特

市的一段路面因常年积水

而变成了水塘，不仅严重影

响来往车辆通行，还将投资

800 万建成的白庙子公安

检查站泡成了危房。

这段积水路面位于玉

泉区纬五路，这段路是从

呼和浩特市区去往托县方

向的快速路辅路，也是103

省道与快速路辅路的重叠

路段。7 月 8 日上午，记者

乘车来到这里时看到，纬

五路上的积水路面长达一

百二三十米，由于水面浑

浊，无法看清积水深度。采

访过程中，一辆出租车来

到积水边，司机观察了一

阵子之后，决定试一试能

不能开过去。出租车在水

里小心翼翼地刚开出几十

米，积水就淹没了整个轮

胎，司机吓得又把车退了

回来。过了不一会儿，又有

多辆大货车驶过积水路

面，记者看到水面最深处

能淹没大货车的半个轮

胎。多辆大货车司机告诉

记者，两年多来，一到雨季

这里就积水，一直没人管，

每次经过时都提心吊胆

的。距离积水路面不远处

是白庙子村，这里的许多

村民在接受采访时也是一

肚子苦水。这处积水路面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出

行，两年多以来，村民们曾

经向多个部门反映情况，

可一直没人管。

积水路面东侧是已经

处于废弃状态的白庙子公

安检查站，检查站内外均

残留着被水泡过的痕迹。7

月8日深夜，呼和浩特又降

大雨。9 日，记者再次来到

纬五路看到，路面上的积

水已经蔓延到了检查站楼

内。楼内一片狼藉，从墙面

上残留的水印看，遭水淹

最严重时楼内积水深达五

六十公分。

玉泉区交管大队六中

队民警张吉平告诉记者，

白庙子公安检查站是在

2017 年自治区成立 70 周

年时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整个检查站总投资 800 多

万元，站里安装设置了很

多先进的警用设备。检查

站建成之初，有多个警种

的民警在这里办公。后来，

这个检查站就移交给了玉

泉 区 交 管 大 队 使 用 。从

2019 年开始，这段路面突

然开始积水，检查站也多

次遭水淹，部分警用设备

因此报废，检查站的楼房

也被水泡得成了危房。由

于路面积水的情况长时间

得不到解决，在检查站里

工作的民警们被迫撤离。

如今，白庙子公安检查站

已处于荒废状态。

宇翔学校存在退费造假
◎热线追踪

路面变水塘 800万元建成的白庙子公安检查站泡成危房

矗立在矗立在““汪洋汪洋””中的白庙子公安检查站已处于荒废状态中的白庙子公安检查站已处于荒废状态

检查站楼内水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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