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现场

轿车与电动车碰撞
一男子身亡
地点：
时代华城小区门口
◇晨报融媒记者 穆磊
通讯员 云明明
本报讯 5月 14日 13时许，
鄂尔多斯西街时代华城小区门
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白
色轿车与一电动车发生碰撞，骑
电动车男子被撞身亡。
玉泉区交管大队事故股民
警告诉记者，14日 13时许，在时
代华城小区门前，一辆由西向东
行驶的白色轿车与一由南往北
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
驾驶人为一名中年男子，被撞身
亡。由于惯性，电动车又与对向
车道内一辆桔色轿车发生二次
碰撞，桔色轿车前车体受损，车
主未受伤。
据了解，白色轿车的驾驶员
已被带回玉泉区交管大队事故
股进行笔录询问，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越野车冲下河槽
五男子受伤

购买呼市信达国际商贸城商铺，经营方资金链断裂

1
00余户业主拿不到返租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
购买商铺，
返还租金。
不少购买呼市信达国际商贸
城（以下简称信达商贸城）商铺的
业主们认为这是一条安稳的投资
路。可谁知，从 2018年 6月之后，
返还的租金迟迟无法兑现，
“安稳”
投资变得
“不安稳”了。

“安稳”投资路
2014年 1月，田先生花 72534
元在信达商贸城购买了一个面积
为 9.
84平方米的商铺，并与开发商
内蒙古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田先生告诉记者，销售人员称
商铺购买后由开发商代为出租，每
年按照一定比例返租金。连续返
租 8年后，业主可自行使用商铺或
继续委托开发商代为出租。若对
业主租金回报不满意，开发商将以
120%回报率回购商铺产权。
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田

先生又与内蒙古华欧亚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了《信达广场委托租
赁经营管理合同》。之后每年 6月
1日之后的 45天内领取返还 1万
余元的年度租金。
“当时买商铺的时候，认为这
种模式挺好的，每年还有租金作为
回报。”田先生称，2018年，在连续
领取了 3年租金后，他一直没有等
到领取租金的电话。他去询问后
得知，开发商股权分配发生变化，
返租事宜推迟。

返还租金中断
从 2018年 6月至今，田先生一
直没有收到租金，更让他想不到的
是，因为内蒙古华欧亚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资金链发生问题等原因，目
前已经没有钱为业主们返还租金。
5月 13日，记者来到信达商贸
城，
发现该楼所有商铺大门紧锁，
看
不到任何办公人员。不少前来询问
返租事宜的业主们在楼前徘徊。
据了解，涉及到返租的业主有

100余户。
内蒙古华欧亚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商铺返租金事宜的戴姓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信达
国际商贸城原计划于 2017年开始
营业，后来由于周边交通配套设施
迟迟未建成投入使用，又赶上海拉
尔大街修路，所以商贸城一直未经
营起来，导致资金链断裂，承诺给
商铺业主返租金的事宜也从 2018
年中断。
戴姓负责人称，目前呼市新城
区信访局已经介入此事调查，他们
公司目前也在尝试引进其他新项
目为业主们解决返租金问题。业
主们何时能拿到该返的租金，戴姓
负责人表示具体时间无法确定。
在呼市慧聪律师事务所张伟
律师看来，目前遭遇返租金中断的
业主们可以先组织业主代表，联合
政府部门与信达商贸城经营方进
行商谈，寻求一个合适的解决方
案。如果商谈不成，就应该尽快搜
集返租金中断的证据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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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2
0
9国道大黑河大桥东侧
◇晨报融媒首席记者 邢占国
通讯员 刘杰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本报讯 5月 11日，一辆白
色越野车从大黑河河道北路冲
到河槽内，造成车上五人受伤，
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治疗。
5月 14日，玉泉区交管大队
事故股逃逸二组民警介绍，11日
晚 23时 30分左右，一男子驾驶
白色越野车在大黑河河道北路
行驶，冲下河道内侧翻。
事故发生后，车上五名乘客
不同程度受伤，随即被送往呼市
第一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司机伤势不重，手
部和脚部受伤，其余四名乘客住
院治疗。其中一名男子出现颅
脑骨折积血，肋骨骨折形成血气
胸，12日已进行开颅手术。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两学生捡钱包
报警找到失主
◇晨报融媒首席记者 邢占国

感谢民警“上户”
“感谢派出所为我解决户口问
题，让我及时就医并能享受到国家
的相关政策。”近日，村民牛某某为
敕勒川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后激
动地说。

据了解，牛某某因未及时办理
相关户籍业务，
导致没有身份证。经
过调查后，
派出所民警为牛某某办理
了户籍，并将身份证送到牛某某手
中。
通讯员 云书恒摄影报道

◆精短
近日，伊旗交管大队召开总
结表彰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全面回顾总结 2
0
1
8年交通管理
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分析
问题和短板，并表彰交通管理工
作中实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刘渊明大队长对 2
0
1
9年道路交
通管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坚
持从严治警，将“严管”与“厚爱”
结合起来，完善落实管理制度，
打造高素质交管队伍。
李军 武建勋
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
传承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近日，
伊金霍洛旗交管大队结合工
作实际，
组织党员民警开展
“交通
事故家庭儿童”
走访慰问活动。活
动中，
民警们询问了交通事故家庭
存在的实际困难，
并为每一位因交
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孩子送上爱心
大礼包。
李军 武建勋

呼市一 14岁女生坠楼身亡
警方初步排除他杀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

本报讯 5月 14日凌晨，一名
14岁女生从呼市新城区艺术厅南
街北口附近的某单位家属楼六楼
走廊窗户坠下，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当日下午，记者从呼市新城区
公安分局西街派出所了解到，警方
已经介入调查，初步排除他杀。
据了解，5月 14日凌晨 0点 49
分，新城区西街派出所接到 120急
救人员报警，称位于艺术厅南街北
口附近某单位家属院内，有一名十
四五岁模样的女孩儿受伤，生命垂
危，已被送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急救。
警方随后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工作。

事发小区一楼住户向警方介
绍，当日凌晨 0点 15分许，其上卫
生间时听到从窗外传来微弱的呼
救声，出门后发现，地上躺着一名
十四五岁的女孩，无法动弹。因为
女孩称自己非常冷，这位住户从家
中拿来一床被子给其铺盖上，在此
过程中，
女孩称腰很痛，
见女孩手臂
和脚腕上均有伤痕，胸口也有血
迹。这位住户提出报警，却被女孩
拒绝，
之后，
他才拨打了 120求助。
当日上午 7时许，该女孩经抢
救无效死亡。
据警方介绍，
死者14岁，
是一名
初中生，
家住事发小区附近的怡海名
苑小区。初步调查认为，
女孩是从事
发小区六楼走廊窗口处坠下，
排除他
杀。具体坠落原因还在调查。

本 报 讯 5月 13日 ，呼 市
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两名小
学 生 捡 到 装 有 火 车 票 和 500
元现金的钱包，找不到失主的
情况下报了警，通过警察找到
了失主。
据了解，当日下午 5点多
钟，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五年
级二班的冯国栋和杨欣蓓，放
学后途经一处停车场时，发现
一个包裹，打开后看到是一个
钱包，里面还有银行卡、火车
票、500元现金，火车票的乘车
时间是次日早晨。
两人翻看钱包后，没有发
现失主的联系方式，周边也没
有发现来寻找的失主，之后拨
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玉泉区公安分局长和廊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
对拾金不昧的两名小学生进行
了表扬，
并对他们的信息进行了
登记。之后，民警回到派出所，
确认了失主信息。
5月 14日 7时许，失主杨
某 来 到 了 派 出 所 ，取 走 了 钱
包。之后，民警联系到了玉泉
区民族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书记
靳志刚，希望对他们的事迹进
行表扬。
14日下午，靳志刚介绍，
冯国栋和杨欣蓓平时在班内表
现良好，得知信息后，现在校园
内部宣传表扬这两名孩子，号
召其他学生学习他们的拾金不
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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