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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主要涉及
村民知情权和查询权

的法律保护问题。为确
保村民行使这两项权利，2010

年 10 月 28 日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第三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
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
列事项，接受村民的监督：（一）本法第二十
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村民会议、村民
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
（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三）
政府拨付和接受社会捐赠的救灾救助、补
贴补助等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四）
村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情
况；（五）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
的其他事项。前款规定事项中，一般事项
至少每季度公布一次；集体财务往来较多
的，财务收支情况应当每月公布一次；涉及
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随时公布。村民
委员会应当保证所公布事项的真实性，并
接受村民的查询。”

第三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不及时
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
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
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
映，有关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负责

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
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据此，村民委员会对规定公开的事项
应当及时公开，公开的内容要真实可靠，有
凭有据。对村务公开的内容，村民有权进
行查询，村民委员会应当自觉接受查询。
对于村民提出的疑问和意见，村委会要及
时予以答复。当村民的知情权、查询权受
到侵害时，可向乡镇政府等有关政府机关
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及时予以受理并进
行处理，以保障村民知情权和查询权的实
现。本案中，李某等村民的要求于法有据。

当村民的知情权、查询权等权利得不
到实现时，法律为其设定了向有关政府机
关反映解决的渠道，并规定有关行政机关
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这是法律
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行政机关如果
怠于行使或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然与
其法定职责相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
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
起行政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因此，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张兆利 陶玉荣）

法院经审理认为，冯某到某网吧上
网，双方之间形成消费服务合同关系。冯
某将电动车停放在某网吧外面的停车处，
虽然不是消费场所，但是网吧经营、服务
场所的延伸，对网吧经营收益会产生积极
影响，所以某网吧对停放在其门外的消费
者的电动车负有保管责任。某网吧未尽
到保管义务致使冯某电动车丢失，对冯某
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另外，冯某疏忽大
意，对电动车未加强看管，也没有要求某
网吧采取特殊保护措施，造成电动车丢失
的后果，其自身存在过错，应当减轻某网
吧的民事赔偿责任。法院遂依法判决网
吧承担电动车总价值40%的赔偿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公益场所提供免费停
车服务的，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商场、
宾馆、酒店等经营场所为顾客提供车辆停
放服务，不论是否单独收取费用，一般应
认定双方形成车辆保管关系。因为从表
面上看在这些营利性经营场所，不收取停
车费用，属于无偿保管，但从实质上分析，
免费停车是附属于主营业的行为，目的是
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增强盈利能力。

我的爱车去哪儿了

打妻子致轻伤
构成故意伤害罪

2013 年 8 月的一天晚上，李某在
家中与妻子张某因琐事发生争执，在
双方撕扯过程中，李某顺手朝张某脸
上打了一巴掌，致张某右耳受伤。张
某向警方报案，经鉴定：张某右耳鼓
膜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

鉴于李某、张某的特殊关系，检察
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建议双方进
行和解。经过多方努力，双方当事人
自愿达成和解，检察机关对和解的自
愿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查，并主持制
作了和解协议书。根据和解协议书约
定，李某一次性支付张某医疗费等各
项损失共计 3.5万元，立即履行，张某
及其家属也明确表示对张某予以谅解。

在提起公诉的时候，检察机关向
法院提出对李某从宽处罚的建议。
最终，李某被法院判处故意伤害罪，
免予刑事处罚。

分 歧

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对李某构
成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对李某应
如何处罚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
认为，李某的行为社会危险性不大，又
积极赔偿张某损失，得到张某及其家
属谅解，因此判处缓刑不至于再危害
社会，因而倾向于判处李某犯故意伤
害罪，适用缓刑。第二种意见认为，李
某的行为系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其犯
罪情节相对轻微，不仅存在从轻处罚
的情节，亦得到张某及其家属谅解，具
有酌定从轻情节，可以定其罪而免其
刑，这样有利于李某接受教育，并促进
家庭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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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第三十
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
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免予刑事处罚，是人民法院对被
告人作出有罪判决，但根据案件的实
际情况，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而不予
判处刑罚，即只定罪不判刑。缓刑虽
也可以看作是有条件地免除犯罪分子
的刑罚，但它与免予刑事处罚存在不
同之处。缓刑是对被告人既要定罪，
又要判处刑罚，只是所判刑罚暂缓执
行，而保留着执行的可能性，即是否执
行原判刑罚取决于罪犯在缓刑考验期
内是否又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严重
违反有关监督管理规定。很明显，免
予刑事处罚要比缓刑更为轻缓。

本案中，李某与张某系夫妻关
系，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明显有别
于社会利益范畴之中的普通当事
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家
庭琐事发生争吵，犯罪动机系一时冲
动，犯罪手段只是顺手打了一巴掌，
犯罪后果是造成张某耳朵轻伤。案
发以后，李某积极主动给予全额赔
偿，并得到张某及其谅解。综合考量
李某的人身危险不大，客观危害很
小，造成的社会影响亦不大等情况，
给予李某定罪免刑的处分，较之缓刑
判决更能够修复夫妻之间的情感，稳
定家庭关系。 （李永超）

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快捷轻便，为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便利，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已经逐渐成为众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县城的交通新动力。然而

随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数量的逐渐增多，发生车辆丢失的纠纷也日益增多，车辆丢失

引发的赔偿纠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爱车丢失，谁来负责？

记者在此提醒：万一发生停车场
丢车事件，一定要冷静，注意收集现
场证据，证明停车场存在过错导致车
辆丢失或损坏。一是车辆停放凭证，
如停车卡、交费收据等，这是最重要
的证据，千万不能在丢车后把停车卡
还给停车场，这样无法证明曾经在此
停过车。二是发生车辆被盗后应立
即报警，并且保存好公安机关出具的
车辆丢失报警证明。三是购车发票
和其他车辆价值凭证。

村民要求公布账务 村委会有权拒绝吗

案情 说法
2013 年 8 月，村民李某等 9 人对村集

体的400亩山林承包费的收入分配事项产
生异议，要求所在村委会张榜公布有关账
务并接受村民查询，均被村委会以种种理
由拒绝。之后，李某等村民又多次以各种
方式向镇政府领导反映，镇政府一直拖延
未予解决。同年10月，李某等村民以镇政
府为被告、村委会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职责，作出对山林
承包费收入分配账目调查核实、责令公布
并接受村民查询的具体行政行为；判令第
三人赔偿各项损失26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第三人没
有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原告向被告
反映此问题后，被告没有履行调查核实的
职责，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属不履行法
定职责的行为。原告要求第三人赔偿的
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且
第三人在本案中不具有行政赔偿的主体
资格。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某镇政府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对原告反映的

“第三人不及时公布山林承包费收入分配
账目应当公布的事项”的问题，负责调查
核实并责令公布。

小张 2012年购买了五羊本田
两轮摩托车一辆，价值 8000 元。
2013年的一天早上小张去某医院
照看病人，将摩托车停放在某医院
规定的停车场内，并按规定向某医
院看管车辆的人员交付了 1 元看
车费。当天上午，小张把车骑走30
分钟后，又一次将车停放在停车场
内。没多久，小张来到停车场内，
却发现摩托车不见了。后小张找
某医院索赔未果，遂起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某医院赔偿其
摩托车损失8000元。

庭审中，小张称，自己按医院
警示牌要求，向看管人员交付 1元
看车费用，与医院之间形成保管合
同关系，而医院没有尽到看管义务
致使自己的摩托车被盗，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赔偿自己摩托车损失
8000元。

某医院认为，医院与小张之间
的保管合同不能成立。医院看管
车辆的惯例是停车交费挂牌，看牌
放车，车辆丢失，见牌赔偿。医院
的警示牌也注明盗贼常有，无挂牌
车辆，丢失自负。医院一直这样操
作，小张也是知情的。但小张摩托
车丢失当天，小张第一次停放车辆
的时候交费挂牌了，第二次停放车
辆的时候并没有挂牌，意味着小张
的车辆并没有交付看车的工作人
员，所以双方不形成保管合同关
系，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张未遵守交易习
惯，保管合同不成立。本案中医院的停车场
看管车辆为有偿服务，有明确的交易习惯，
即“停车交费挂牌，看牌放车。”并且在警示
牌上注明：无挂牌车辆，丢失自负。保管合
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寄存人向保管人
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
本案小张第一次将车辆交付给医院看管时，
遵守了“停车交费索要停车使用挂牌”的交
易习惯，说明其对该交易习惯是明知的。但
小张第二次停车时，未交费用，也未索要停
车使用挂牌，该挂牌为交付凭证，未索要挂
牌说明车辆未交付。所以小张与医院之间
的保管合同不成立。故造成车辆丢失的后
果，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二
2013年5月10日晚，冯某骑电动车到某

网吧上网，落锁后将车停在网吧搭建的车棚
内。晚上 12时冯某准备离开，但到车棚内
却发现电动车不见了。冯某当即报案，但案
件侦破没有结果。冯某便与某网吧交涉，要
求某网吧赔偿自己电动车损失 1950 元，某
网吧不同意，冯某遂提起诉讼。

在庭审中，冯某向法庭提交了车辆购买
发票、两名证人证言及派出所报案证明等证
明车辆在某网吧门口丢失。冯某认为某网
吧应对顾客车辆及财物负安全保障义务。

某网吧认为，冯某在网吧上网属实，但
对其是否骑电动车并不知情，冯某也没有委
托网吧人员代为看管电动车。网吧与冯某
之间没有达成保管电动车的合意且没有收
取停车费，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对冯某的
损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另外冯某存放车
辆的位置为简易雨搭，是冯某自己未加强看
管致使电动车丢失，与网吧无关。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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