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小时收费 3元 包月 300元

呼市一小区物业私设停车场收费 市

自媒体在传播消息
我们力争寻找真相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

花 3万元—5万元可买到
公租房名额？

呼市住建局：
严格按正规流程
分配公租房
◇晨报融媒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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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冰洁

本报讯 最近不少人都在
传，在呼市花 3万元—5万元就
可 买 到 1个 公 租 房 名 额 。 对
此，呼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昨
日回应，社会上谣传 3万至 5
万元可以买到公租房名额的情
况，以前也多次发生，该局也多
次进行排查并对所掌握的线索
向公安机关报案。
结合扫黑除恶工作，该局
组织相关单位到公租房小区进
行宣传，设立举报箱，并呼吁百
姓要按照公租房申请正常渠道
和流程进行申请、审核、轮候、
配租，不要听信社会上的谣传，
发现不法分子积极举报。今
后，呼市住建局将加大宣传和
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呼市住建局回应，公共租
赁住房申请流程为：申请人到
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社区居委
会（村委会）提出申请——社区
初审、录入、公示——上报至街
道办事处（镇）——办事处复
审、公示——上报至旗县区住
房保障部门——旗县区住房保
障部门终审、公示——上报至
“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中心信
息管理系统”，由呼市住建局统
一进行备案。分配公共租赁住
房目前是两种形式，一是每年
度根据房源情况进行全市公开
摇号配租，二是为特定人群配
租（目前享受过分配的人群为
一线公交司机、一线环卫工人、
一线交通辅警、教师、市级劳
模、轨道交通工程师以及大龄
孤儿）。

◆公告

包头市部分小区
将停电
◇晨报融媒记者 常淑芬
本报讯 9月 16日、18日，
包头市部分小区将停电。
9月 16日 7时至 17时，昆
区：昆区法院家属楼，万开冷库
家属楼居民及周边底店将停
电。9月 18日 7时至 18时 30
分，昆区高油坊、和平四队、和
平民苑居民及周边商业、高油
坊村委会及周边居民、商业客
户将停电，望客户周知。

井

在呼市新城区姑子板巷粮食局
小区院内，外来路过的社会车辆可
以在院内停车，每车每小时收费 3
元，每天收费封顶 20元。如果长期
停车，还可以实行包月收费，每月
300元。实施收费的是小区物业公
司，按这样的模式，他们已收费半
年，但至今该“停车场”未取得任何
合法收费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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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私设
“停车场”
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驾车途
经呼市新城区姑子板巷的市民发
现，在姑子板巷粮食局小区门口总
有人招揽车辆入小区院内停车。上
前一了解才得知，进该小区院内停
车需要收费。
“ 每车每小时 3元，每
天 封 顶 20元 ，包 月 停 车 每 车 每 月
300元。我在该院停了 3小时车后，
交费时向收费人员要收费发票，对
方说没有发票。”市民葛莉质疑该小
区属于违规收费停车场。
对于葛莉反映的情况，记者来
到该小区求证。
10日上午，记者来到姑子板巷
粮食局小区门口，只见一名中年男
子 正 坐 在 小 区 门口招揽过往车辆
入院内停车。小区门口还有一块
牌子，写着“院内停车”字样。记者
走进小区院内，发现一名男子正向
准备开车离开的车主收费。车主
交费后，驶离小区。院内未见停车
场指示牌及“停车收费标准公示”
等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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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向外来车辆收取停车费
记者询问收费人员得知，该小
区院内停车收费情况与葛莉所说一
致，确实不提供收费发票。
小区居民董先生告诉记者，小
区内的车位都是原来小区内的凉房
拆除后规划的，结果现在被物业公
司私自设成停车场向外来车辆收
费。这无形中也损害了小区居民的
共同利益。
“ 小区内至少有 50个车
位，物业公司向外来车辆收费。”董
先生说。

违规收费已半年
针对该小区内私设停车场向外
来车辆收费的问题，负责该小区物
业管理的内蒙古万景物业服务有限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摄影

公司史经理承认确有此事。
史经理称，物业公司利用小区
内车位作为“停车场”向外来车辆收
费，是为补贴小区居民交纳物业费
不足的情况。因此该“停车场”没有
取得任何收费资质，也无法出具收
费发票。
“停车场收费大概半年了，每天
收费额约 100元，半年收费约 1.
8万
元。”
史经理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呼市新城
区城管局。该局业务科工作人员表
示会派属地城管队员前去实地调
查，如发现确实违规开设停车场，将
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关于此事的后续进展，本报将
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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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信号灯
“并立”市民有点懵
呼市 50余路口交通信号灯正在更换
◇晨报融媒记者 王莹
本报讯 “乌兰察布东街与展西
路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看不清楚，
亮的
信号灯被不亮的信号灯遮挡住了。
”
8
日，市民丁女士向记者反映，这条路
是她早上送孩子上学必经之路，
由于
看不清交通信号灯的显示，
车辆只能
缓慢通行，很容易发生拥堵。此外，
本报还接到热线反映，
中山东路与姑
子板巷的交通信号灯由于被树枝遮
挡很影响驾驶员的判断。
记者首先来到新城区中山东路
与姑子板巷交叉路口发现，市民反
映的该路口交通信号灯已被更换。
该路段车流量很大，经常发生拥堵
和违章事件，据媒体报道，仅 2017
年 12月一个月，中山东路与姑子板
巷交叉口的监控摄像头就拍摄了
1745辆机动车闯红灯违章。报道
称，该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都立
在路边，虽然树枝等杂物并不是很
遮挡红绿灯，但的确不太醒目。通
过视频分析，这些被抓拍的闯红灯
车辆大部分都是因为驾驶人开车时
不注意行车安全、没有文明驾驶，看
到人行横道不减速、看到黄灯就抢
造成的。
8日，记者又来到赛罕区乌兰
察布东街与展西路十字路口，看见
亮的信号灯不但被不亮的信号灯牌
子遮挡，而且一部分还被路边的树

枝条遮挡着。虽然隐约能看见信号
灯的显示，但的确很影响驾驶员的
判断。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呼和浩
特市交管支队科研科，据科研科李
股长介绍，为使首府道路更加畅通，
呼市正在针对老旧信号灯，即灯杆
腐蚀、横臂较短以及被树枝挡住的
信号灯进行更换，更换后的信号灯
横臂加长，更加清晰。但是新灯杆
立起来后还涉及穿管道、布线等问
题，不可能马上就投入使用，所以旧
信号灯还得使用一段时间，而且这
次呼市需要更换信号灯的路口达
50多个，
得陆续地进行立杆、接线。
那么，亮的信号灯为什么安装
在不亮的信号灯后面？李股长解
释，新的信号灯是不能在原址上安
装的。不管新旧信号灯，在安装时
都需打地锚，地锚需要有干燥的时
间。旧信号灯的地锚是拔不出来
的，拆除时，需从底部进行切割，然
后再把地面平整一下，所以说新信
号灯不能在旧信号灯原址上建，会
前后挪动一点。
就多长时间新信号灯能投入使
用，李股长表示：
“应该是很快的，因
为安装一个新信号灯需要打地锚、
立杆、装灯、穿线、亮灯，只要是测试
正常了，旧信号灯就可以拆除了。
因为不管拆杆、立杆，都需要大型吊
车，还有运输仪器和配件的工程用

◆呼市乌兰察布东街与展西路十字
路口新旧信号灯
“并立”
晨报融媒记者 王莹摄影
车，为保证白天各个路段行车通畅，
所以必须晚上才能施工。一个晚上
最多能施工 3个路口，目前全市 50
多个路口都陆续在做，我们为了保
证各路口尽快使用上新信号灯，也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
”
10日，记者再次来到乌兰察布
东街与展西路交叉口，发现新的交
通信号灯已投入使用，但旧的交通
信号灯还没有拆除。新的交通信
号灯横臂加长，已不受任何遮挡物
遮挡，很清晰，已不影响驾驶员的
视线。

晨报官方微信

晨报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