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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随着私家车增加，城市居
民对车位的关注度与日俱
增。一般业主都认为车位需
要从开发商手中购买，但郑州
市恒通新城小区却将 300 余个
地下停车位从开发商手中“争
取”了过来，租金归小区公共
所有。不料，运行了没多久，
小区业主委员会及新物业公
司，被开发商告上了法庭。一
审败诉后，业主们和律师重新
收集整理证据，提起上诉，日
前，法院已经二审开庭审理。
（详见 12 月 6 日本报 AⅠ·11
版）
汽车时代已经来临，不少
人在买房的同时，都会考虑给
自己的爱车找个立足之地，小
区是否有足够的停车位，甚至
足以影响人们的买房抉择。
近年来，由小区车位产权归属
引发的争议和纠纷日益增多，
有的开发商表示停车位“只售
不租”，有的开发商推出 20 年

超长租期，还有的则直接将人
防工程改做停车位待价而沽
……停车位已然成为开发商
与业主关系紧张的导火索。
正因为如此，这起官司牵动的
不只是恒通新城小区业主的
心，另外 40 多个小区的业主
委员会代表，还有 20 多个未
成立业委会小区的代表，共计
300 余人到庭参与旁听。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明
确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
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
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这也
就是说，除了取得工程规划许
可审批手续的车位之外，开发
商不得占用小区公共场地建
设停车位，这些停车位的收益
理应归属全体业主。不过，同
样的问题放在地下则要困难
得多——各小区的地下停车
位看起来都差不多，实际身份
却千差万别，其产权归属应该
如何划分？简单说，只要能办
理产权证的停车位，其产权就
明确属于开发商或者购买业

主，因为只有满足立项和规划
全体小区业主，业主自然可以
条件、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 据此讨还收益。其中维权难
才能办理产权证。
点在于，小区公建面积和容积
真正麻烦的是那些无法
率对于普通业主来说难得一
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 见，因此很难作出判断。后一
现实生活中，不少小区的地下
种情况同样颇为复杂，按照
停车位都没有产权证，开发商 《人民防空法》的规定，
“ 人民
能够提供给购买者的只有“收
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
据”，这些车位名义上是出售
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但
给业主，实际上只是长期租
是，小区业主与开发商谁才是
赁。这种车位买卖本身就隐
真正的投资者？平息由此引
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中
发的争议，首先就需要明确人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防工程的所有权归属。
理法》第 37 条规定：
“ 未依法
在业主委员会普遍缺位
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不得转
的背景中，恒通新城小区的业
让。”因此，如果不能办理产
委会不仅为了业主利益据理
权，车位买卖合同是不受法律
力争，而且自主选择物业公
保护的。
司，甚至不惜与开发商对簿公
车位不能办理产权证的
堂。这种业主自治的尝试值
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发
得鼓励，依法维权的行动更是
商没有履行规划许可审批手
值得嘉许。通过此次诉讼，不
续，另一种则是占用了人防工
仅有助于公众了解地下停车
程。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没有
位的更多情况，而且有助于廓
履行正常的审批手续，意味着
清一些原本模糊的概念。无
停车位无论资金还是场地可
论诉讼结局如何，这都是一件
能都已经按公建面积分摊给
令人感到欣慰的维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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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流
新华社记者从上海市交通
委执法总队获悉，
新版《上海市
交通委员会关于出租汽车和车
辆非法客运行政处罚的裁量基
准》已于近日施行。11 月 1 日
起，
市民乘坐出租汽车被拒载、
绕道多收费，两次被执法部门
查证属实，
该驾驶员将被吊证。
并首次明确将
“安装、
联网和使
用 GPS 等车载定位智能系统”
列入处罚标准。
（详见今日本报
AⅠ·16版）
出租车拒载，可以说是城
市交通的一个通病。之所以会
有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缘
于一些遭拒载的市民因嫌麻
烦，没有及时投诉，主动放弃
了维权的机会。特别是，一些
地方的出租车企业及交管部

门，对出租车拒载等违规行
为，长期抱有围观的态度，实
际上是一种纵容，导致一些出
租车司机视拒载为一种“习惯
动作”。如此语境下，广州加大
对出租车拒载等违法行为的
处 罚 力 度 ，如“ 拒 载 两 次 吊
证”
，
具有较大的警示作用。
长期以来，无论是交管部
门，还是出租车企业，都忽视
了出租车的基本属性——其
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种补充，
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也享受政
府一定的补贴。既然政府提供
了补贴，就表明政府在向出租
车企业花钱买服务，出租车也
承担了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
就不能一味地以牟利为目的，
理应向市民提供低价优质的
服务。换言之，一些出租车司
机使用拒载等低劣手段去伤

害市民，已经完全丧失了向市
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
理应受到处罚。
事实上，对于出租车拒载
行为，国家和地方均制订了专
门的处罚规定。比如，
《出租汽
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存在不
按照规定携带从业资格证，拒
载、议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
绕道行驶行为的，
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又如，
《西安
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规范服务
管理办法》规定，凡因拒载等
严重违纪或屡教不改的驾驶
员，将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特别是，厦门出台规定，对出
租车拒载行为，出租车车轮上
锁，示众七天不得营运，这显
然是一种创新之举，提高了拒
载成本。

可见，出租车“拒载两次
吊证”，具有导向意义。事实
上，对于出租车拒载等违法行
为，不缺法律规定，缺的是监
管手段和规范措施。首先，各
地应根据人口的增长速度，增
加出租车的数量，减缓私家车
的增长速度，把更多的道路资
源留给出租车，使城市堵车现
状得到改善，缓解“打车难”。
同时，当遭遇拒载时，乘客应
齐声制止，及时投诉，社会应
给予谴责。再者，出租车公司
应严格执行出租车相关管理
规定，加强对出租车司机的教
育管理和出租车的运行监管，
实施动态考核制度，并实行服
务质量与从业资质挂钩，严格
按照运行时间进行考核；特别
是，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
肃查处拒载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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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博士智力降到 4 岁
全班为他办生日会，10 年从不间断

湛江公交司机边开车边看剧
乘客全程精神紧绷

王新杰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 1995 级学生，复旦大学
博士。2009 年，王新杰患上脑部肿瘤，术后在同学们的轮流
陪伴下，他奇迹般苏醒，但智力停留到 4 岁。每年 12 月第一
个星期六，同学们都会给王新杰过生日，
转眼已是十年。

12 月 5 日，广东湛江。乘客张先生乘坐 807 路公交车时，
发现司机竟然边看视频边开车，时间长达二三十分钟。他全
程精神紧绷录下视频，同司机看完一集电视剧。湛江市交通
运输局调查回应，
司机确实存在危险驾驶，
目前已被停岗。

@亭亭想停下来：
这样的才是同窗情谊，
羡慕、
感动。
反
观现在好多人，
真的是毕业后再不联系了，
真的可惜。
@天使心塞：
青山在，
人未老，
同学情正浓；
岁月增，
水
长流，
情怀依旧深。
其实这样他最快乐，
因为对他来说，
爱就
是全部。
@喵呜：
这比现在很多吃吃喝喝、
互相攀比的同学聚
会有意义得多，
这才是真正的情谊！
（大河客户端实习编辑 马扬乐 整理）

@千与：
拿一车人的生命当儿戏，
这算是蓄意杀人了！
@苏言：
对公众太不负责任了！你手握的方向盘承载
着多少个生命啊！这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
绝不能姑息。
@广纳贤友：为了乘客的安全，司机应杜绝边开车边
看剧，或边开车边接打电话。只有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
才能防患于未然。
@腾云：
这情况当时就该先制止，
然后再拍照留证据，
出了事拍再多也挽回不了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