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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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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今年以来，陕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坚持稳
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以精益管理为抓手，全面筑
牢经营风险安全屏障。据统计，该公司前三季度
累计销售煤炭1579.87万吨，应收账款全额收回，
实现货款回收100%。

据悉，该公司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严格执行
应收账款终身制管理，将货款回收与部门、个人
绩效挂钩，压实主体责任，以“双考核”调动工作
积极性。坚持以“双预算+双落实”为抓手，把“事

前控制”挺在前面，封堵风险漏洞，防止应收账款
前清后欠。坚决落实“先款后货”政策，加强内部
数据审核和业务衔接，强化预付、结余资金的动
态监控，不断优化结算流程，加快结算进度，保持
了良好的结算生态。严格执行集团的承兑汇票
管理规定，努力降低票据风险，前9个月承兑汇
票收取比例仅占货款回收总额的0.36%，优化了
货款回收结构，保障货款回收质量，构建了良好
的营商环境。 赵伟昝丽静李雨倩

陕煤运销集团彬长分公司：前三季度货款回收率100%

市民杜女士反映：她在西安
市兴庆南路9号学府首座二楼新
文达教育机构给孩子报了200个
课时的课外补习，共交了 3.7万
元补课费。现在停课后，尚余下
约 1.8万元的费用，联系不上负
责人，退费难！

请西安市碑林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张先生反映：他2019年
在西安市高陵区泾渭七路购买
了当代·惠尔满堂悦小区的商品
房，当时开发商承诺是独立小
区，但入住后和旁边老小区合并
在了一起。当时还承诺有地下
车库，小区内人车分离，但现在
都没有做到。总体上，物业管理
跟不上，秩序混乱，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社区街办监督物业加
强管理。

请西安市高陵区泾渭街道
办事处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田女士反映：汉中市洋
县华阳景区老街的老房子被镇
政府征用后盖了新房，新建的房
子地势比较高，村民住的房子在
这些房子的前面，地势比较低，
于是雨天排水成了问题，今年多
雨，村民房子持续潮湿几乎无法
居住。

请汉中市洋县华阳镇人民
政府速查并回复本报！

三秦网网友反映：未央区陕
西师范大学凤凰城小学，教室里
的桌子低，椅子高，孩子们身体
坐直后腿放不到桌子底下，如果
不坐直又不利于孩子的身体健
康。希望辖区教育局能实地了
解情况，为孩子们调整合适的
桌椅。

请西安市未央区教育局速
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刘先生反映：他是中
国移动老用户，使用同一号码
近 20年。当年是实名制办卡，
最近手机没有网络，修手机的
师傅告诉他是卡的问题。去移
动营业厅被告知他那张卡在
2015 年已经变更为副卡了，需
要主卡持有人到场才可以给办
新卡，现在他也不知道那个人
是谁，也没有委托别人办过这
件事。

请中国移动陕西分公司速
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工程干完两年拿不到血汗钱？

沣东新城网信办：
正在核对账单依法处理中

业主
地下车库改建
应征得住户同意

这位读者反映的小区名为曲江
龙邸，位于南三环附近，是一个拥有
近 3000户的大型住宅小区。10月
13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地下车
库看到，10号楼下面的几个停车位
上堆放着一些建筑垃圾，地上还有
水泥、砂土的痕迹，不过现场并没有
工人施工，而白布制成的围挡已经
被扯下。业主刘先生告诉记者，10
月 10日当天，住在一层的业主在家
中听到噪音，于是到地下车库查看，
发现自家楼下的地下停车库有工人
正在施工，询问后才知道是某个业
主买了相邻的多个停车位，准备在
此经营洗车店。

“当天就有业主向物业反映，但
是没有结果，最后是我联系了一些
业主过来阻拦，才让施工停了下
来。这几天有人来拉走了一些建筑
材料，还有一些堆在这里，围挡也是
业主们扯下来的。”刘先生说，大家
都担心随便改建楼房的地下结构会
有安全隐患，希望物业尽到管理责
任，尽快恢复原本的停车位，还业主

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
刘先生质疑，商品房在交付之

前，是要经过住建部门验收的，按理
说不能随意改造，就算是私家车位改
建，也应该有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
况且改建成洗车店，安全是否有保
障，噪音、污水等如何处理，是否影响
他人正常生活，都应该让业主们了解
才行。更何况，专用的地下停下库能
否随意改变使用用途，一切都是未知
数，物业怎么能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
下就随便让人动工呢？

物业
系业主私建

将督促尽快恢复

随后，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服
务中心，一位姓齐的工作人员说，停
车位是业主直接从开发商那里购买
的，物业只是负责日常维护和管理，
改建是否有合法手续自己这边暂时

还不清楚。
“材料是业主私自运进来的，我

们接到其他业主反映后，就派工作人
员去现场了解情况，到了那里之后，
发现在业主的阻止下现场已经停工
了。”这位姓齐的工作人员说，当事业
主并没有告诉物业要对停车位进行
改建，他们也没有看到任何手续，由
于该区域的停车位刚刚开售，加上周
末工作人员比较少，管理上有所疏
忽，所以没能第一时间发现。

“这几天一直没有再动工的迹
象，我们也没有见到过这位业主。
如果后面发现还要继续改建，我们
首先要看他是否有相关合法手续，
确定不影响其他人之后，会对此事
进行公示，看看其他业主的意见。”
物业方面表示，最近他们会专门派
人查看这部分区域，防止对方私下
里暗地施工，同时会抓紧联系该业
主，督促其尽快清理留下的建筑垃
圾。 本报记者文晨

姐姐姐夫、妹妹妹夫等一个家
族式的制假售假团伙，经过公安新
城分局连续侦查，于10月10日正式
收网，至此，盘踞在西安长达 6个月
的造假高端白酒的 5名嫌疑人被全
部抓获，该团伙在西安的 3处黑窝
点被全部捣毁。警方现场查扣涉假
高端白酒1000余瓶。

8月 26日上午，群众张先生来
到公安新城分局长乐西路派出所
报案称：他花费 2万多元购买的“20
年华山论剑”西凤酒经鉴定全是假
酒。接到报案后长乐西路派出所
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民警布控开展
前期调查。很快一个纯手工仿造
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的团伙浮

出水面。为
了全面捣毁
这一扰乱经
营市场，确保
市民餐桌安
全，尽快铲除

这一危害社会毒瘤，公安新城分局
党委，迅速抽调情报作战中心、治
安大队、长乐西路派出所，组成联
合“专案组”迅速展开全方位侦破
工作。

专案组经过 3天的连续侦查发
现，该制假团伙为 5名家族式成员
组成，相互之间分工明确，有专门
负责制假的，有专门负责销售的，
还有专门负责在高档酒店收购空
瓶子的。该团伙把 10多元一瓶的
低档白酒，通过换装“整容”，摇身
一变成为“茅台”“五粮液”等高端
白酒，“身价”暴涨近百倍。成本 20
多 元 的“ 五 粮 液 ”每 瓶 卖 到 近
1200元。

专案组经过 30天昼夜连续奋
战，通过销售的面包车，摸清楚了该
团伙操作流程后决定收网。10月
10日下午，20名精兵强将，分4路对
制假酒的 3 个黑窝点全面进行围
剿，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

酒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5名，捣毁制
假窝点 3处、生产作坊 1处、仓库 1
处、包装加工点 1处，查获各类假酒
100余箱、包材千余件，涉案金额近
50万。

民警在捣毁制假酒窝点时看到
的场面触目惊心，与灌制的高档茅
台、五粮液等白酒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整个生产假酒的过程都是在一
间阴暗的民房内完成，完全没有消
毒间、制造间的分割，房间的地面摊
放着一堆灌制假酒的简易工具、回
收后没清洁的酒瓶、工作人员休息
的席子和比比皆是的生活垃圾，生
产环境极为恶劣。

现初步查明，制贩团伙的犯罪
嫌疑人关系密切，且多人有制贩假
酒前科，将低端白酒灌装到酒瓶后，
以假乱真或以次充好，按正品标准
重新包装，然后以高价销售给区内
外的酒店、酒行等下家，下家再以正
品相应的市场价对外销售，从中赚
取暴利，将一批批假冒国内知名品
牌的假酒借中秋等节假日之际流向
市场，严重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扰乱
市场经济秩序。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晁阳

热线回复

市民彭先生反映：2018年至
2019年，他们20多人给中建八局
在沣东新城的项目昆明澜庭二
期做外墙保温工作。现在，分包
公司老板还没有结算支付他们
的工资，从去年到今年一直找各
种理由推。

10月8日，三秦都市报以“热
线实录”的形式，将市民反映的
问题刊登并提请相关管理部门
核实调查，引起重视。

昨日，沣东新城网信办就
此事回复本报称，经核查，举
报群众彭先生为昆明澜庭二
期项目上海恒置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外墙保温班组承包人，
2018年 5月在昆明澜庭二期项
目进场干活，2019 年 7 月 30 日
退场。

彭先生承包的昆明澜庭二

期外墙保温工程，总产值约 160
万元。上海恒置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
的形式支付了约 60万元，约 90
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
到工人的银行卡上。投诉群众
称上海恒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直没有办理总结算，还欠 20
余名工人共 11.8万元工程款未
支付。目前上海恒置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正在与彭先生核对账
单，同时对于结算过程中有争议
的部分愿意通过协商的方式
解决。

10月12日，沣东新城人社民
政局劳动监察大队向昆明澜庭
二期项目建设方、劳务方下发了
询问通知书，目前该案件正在按
照法律程序调查处理中。

本报记者张晴悦

热线回复

黑作坊造出“高档酒”
新城警方破获一起家族式特大制售假酒案

业主买多个车位改建洗车店？
物业：系业主私建将督促尽快恢复

最近，有读者向三秦都市报

反映，他们小区原本的地下车

库，有部分停车位正在被人为改

建成洗车店，不仅改变了车库的

使用用途，影响其他停车位周边

的环境，也存在不小的安全隐

患。小区业主们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与物业协商多次均没有

结果。

停车位上留下的建筑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