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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记者 王利军） 连日来，北方新

报和正北方网先后对呼和浩特

市彩虹城二期loft公寓项目不交

隔层费就不给业主钥匙的情况

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发后，记者

对此事又进行了追踪采访。

12 月 23 日，针对彩虹城开

发商向业主收取隔层费是否合

法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呼和浩特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三支

队。该队支队长王春明告诉记

者，已了解上述事情，彩虹城开

发商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加

收“隔层费”属于乱收费，执法

人员已经约谈了开发商，要求其

立即停止乱收费行为，并责成其

将已经收取的费用退还业主。当

天，郑先生给记者来电称，开发

商免除了之前向他加收的“隔层

费”，他已经拿到所购房屋钥

匙。

城管：业主不知情加收“隔层费”属于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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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记者 郑慧英 实习生 杨心

宇） “我从网上预约后，今天 9

点来大厅等候，20分钟后就轮到

我了，真没想到这么快。”12 月

24日，记者在呼和浩特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业务大厅看到，市民

们正在窗口有序办理业务。2020

年以来，该中心从优化服务流

程、完善服务渠道、健全服务机

制、简化业务要件入手，大力开

展为民、便民、惠民工程，多举措

优化办理流程，让市民真正感受

到便捷的服务。

据了解，该中心按照“能取

则取、能并则并”的工作思路，

持续清理规范各类业务要件和

证明。截至目前，已取消了《支

取申请书》、《退休证》等 9 项证

明材料；简化调整了《直系亲属

关系证明》等 4 项业务材料；废

止了《呼和浩特住房公积金管

理办法》等 4 项地方性政策文

件；建设启用了电子影像、电子

签章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取

消了所有住房公积金业务复印

件，凡涉及有填写“声明”或“承

诺书”的，均由该中心统一印

制，办事群众据实填写即可，无

需本人提供。同时与相关部门

沟通协调，陆续与人民银行、公

安、民政、税务、产权和不动产

登记等 6 个部门建立了信息共

享机制，实现了业务要件外联

信息核验“全覆盖”的目标。目

前，各类信息共享渠道已查询

核验相关数据 80 多万条。大力

加强“一站式”、“一厅式”服务

建设，合理设置服务窗口，妥善

分流业务类型和办事群众，尽

量缩短缴存职工办事等待时

间。针对外地企业在呼和浩特

市范围内派驻经营及异地缴存

职工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异

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支持

异地缴存职工在呼和浩特市购

房消费。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工作，开

通了缴存单位和职工“微信预

约”服务和个人业务“掌上办”。

另外，该中心“呼和浩特公积

金”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平

台”“网上业务大厅”的业务办

理渠道陆续上线运行。目前，缴

存职工可以办理“购买商品房、

二手房、退休、租房、解除劳动

关系”5 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

务；在线出具和下载“个人住房

公积金账户缴存明细”、“异地

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证

明”、“住房公积金贷款（异地）

余额证明”3 项证明；线上办理

“异地住房公积金转入申请”、

“公积金还款签约”2 项业务，提

高了服务效率。

近期，该中心还集中力量

研发完成了“住房公积金网上

业务大厅”，实现单位缴存业务

“网上办”功能。各缴存单位可

通过数字证书登录网上业务大

厅，线上办理“个人开户（含同

城转入）、基数变更、比例变更、

汇缴试算、汇缴登记、个人账户

封存和启封”等归集业务，实现

单位缴存业务由“跑一次”向

“零跑路”转变。

“目前，中心正在积极构建

信息化、综合化、多元化的服务

平台，预计年内完成上线使用

后，将打破多渠道、多应用、多

数据“竖井”式的关系，实现门

户网站、网上办事大厅、手机客

户端、微信公众平台、自助服务

终端和 12329 热线与短信等各

种服务渠道全部接入综合管理

系统进行统一集中管理，确保

不同渠道协同一致、实时交互、

服务共享、数据共享和智能管

理，全面提升住房公积金的标

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努

力为广大缴存职工提供更优

质、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当

日，呼和浩特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副主任任旭伟说。

首府下达
责令改正
通知书210份
确保食品安全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记者 刘 睿） 12月24日，记

者从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今年，在推进“衣食住

行”专项整治工作中，该局对食

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农贸市

场进行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

前，全市专项整治检查农贸便民

市场 260 家次，海鲜市场 24 家

次，食品经营户 13046 户，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210份，抽检

食用农产品 36 批次，总体情况

得到根本好转。

据了解，今年以来，呼和浩

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基层

网格，充分发挥基层执法人员、

食品安全协管员等多种力量，

地毯式摸排农产品市场、大型

超市等重点领域食用农产品台

账的记录情况，对进货销货记

录及索证索票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确保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为实现农贸市场“提档升级”目

标，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编

制了《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指南》

地方标准，要求市场不论从布

局设计、基本设施还是环境卫

生、服务设施都要向标准化市

场看齐。

同时，为努力营造广泛参

与、多方受益的食品安全社会氛

围，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宣

传，提高食用农产品经营者的守

法经营意识和消费者的自我保

护意识，力求通过开启科普模

式，使每个消费者都成为专项行

动的宣传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冬日梯田
12月24日，位

于清水河的梯田被

白雪覆盖。据了解，

在去往清水河县老

牛湾景区的路上，

从山顶远远望去，

会发现梯田如云、

山峦密布，从山顶

到山腰，到处都是

层层梯田。冰雪覆

盖下沉睡的梯田，

显得恬静素雅，不

施任何粉黛，却光

彩夺目。

摄影/北方新

报正北方网记者

牛天甲

女子发病
6名民警合力
将其送往医院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刘 惠）“警察

同志，你们快过来一趟，我女

儿病发了，把天然气打开，锅

都烧煳了，还不让我靠近厨

房，我担心会发生危险。”12

月24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石东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

王女士的报警求助。

民警来到王女士家中

时，天然气已经关闭，其女

儿独自在卧室自言自语。王

女士说，今年 9 月份，女儿

就曾因精神病发作打开天

然气，被送往医院救治，病

情缓解后，她将女儿接回家

中。近一周来，她见女儿状

态好转，便擅自停药，没想

到当天女儿病情发作，一早

起来便打开天然气，把白糖

等各种东西倒进锅里，称要

炒菜做饭，所幸女儿突然又

关掉了天然气开关。王女士

担心女儿再次做出危险举

动，希望民警帮忙将女儿送

往医院治疗。

王女士家住 6 楼，女儿

从不出门，民警和王女士通

过劝说、诱导等方法，始终无

法劝说其下楼。见王女士的

女儿情绪激动，且体型高大，

石东路派出所派出民警增

援，6名民警合力配合，用棉

被将其裹住抬下楼。由于楼

道狭窄，该女子反抗激烈，当

大家把她抬入警车时，民警

们已是大汗淋漓，有几位民

警还被抓伤。最终，民警成功

将该女子护送至内蒙古第三

医院。

住房公积金中心多举措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首席记者 刘晓君） 近日，呼和

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主动查找线索，通过对网上卖淫招

嫖等违法信息分析研判，破获一起

隐藏在居民楼内的卖淫嫖娼案件。

根据前期线索，回民区公安

分局治安大队民警经过蹲守观

察，发现位于中山西路附近的某

居民楼内隐藏着一家以按摩为名

的卖淫窝点。12月4日，民警迅速

出击，当场抓获 3 名涉嫌卖淫嫖

娼违法活动的违法嫌疑人。

民警将 3 人带回调查发现，

该违法团伙通过微信等方式宣传

招嫖，嫖客到达后，怂恿其办理会

员卡，并为办理会员卡者提供色

情服务。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该违法团伙前期并不透露详细地

址，等嫖客到达其指定地点后，由

专人引领前往隐藏在居民楼中的

卖淫窝点。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

处理中。

接下来，回民区公安分局治

安大队将继续排查梳理各类线索，

严厉打击“黄赌”违法犯罪活动，进

一步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

首府警方打掉一藏身居民楼的卖淫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