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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霸道的菜市场管理方
摊位拆除升级 可不经业主同意？

律师：涉嫌故意损害他人财物罪，涉嫌刑事犯罪

司机逃逸
开车撞伤行人 抱上车后将其
丢弃在公墓附近逃逸

1月10日下午，被撞伤的唐女士
在老伴儿的搀扶下来到了交警五分
局处理事故的相关事宜，回忆起当
天自己的遭遇，唐女士仍然心有余
悸。今年64岁的她早上有晨练的习
惯，2017年12月26日8点2分左右，她
正在荆竹东路、东裕路交叉路口过
斑马线，突然一辆右转的银灰色面
包车将她撞倒在地。“我被撞倒躺在
地上，面包车驾驶员下车查看我的
情况，还把我扶到路边。”唐女士说，
事发初期，一切都很正常，驾驶员还
当着她的面拨打了120，不过驾驶员
却说120来不了，自己送她去医院。

随后，唐女士被驾驶员抱上车，
不过在去医院的途中，唐女士

发现驾驶员有些异样，开着车穿梭
于小街、小巷中，不像去医院。出于
好奇，唐女士随口问了两句，驾驶员
解释称：“不熟悉路。”

在事发地附近绕行1小时左右
后，车辆行驶至石岭公墓南园附近
东风渠旁的无名小路上，驾驶员突
然停下了车，“他说车尾后方有坑，
车子开不动了，让我下车帮忙看一
下。”唐女士没有多想下车走到车
尾，没有发现路面有什么阻碍，就在
此刻，面包车突然加速一溜烟儿地
离开了。唐女士大声呼喊驾驶员，却
没有回应，就这样受伤的唐女士被
丢弃在了人烟稀少的无名路上。

“我后来才晓得，驾驶员打120
是假的，报警也是假的，他根本就没

有打算送我去医院。”唐女士说。

警方追查
60辆可疑车辆逐一排查
肇事司机被挡获

幸运的是，在面包车逃离后，一
辆轿车经过，看到唐女士独自一人
便上前询问，了解情况后这名好心
的小伙子将唐女士扶到了自己车
上，并帮忙联系上唐女士的家属，直
到将唐女士安全送走。

2017年12月26日9点30分左右，
交警五分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称其
年迈的母亲被一辆小型面包车撞伤
后逃逸，具体事发地点不详，其母亲
已经被她送往成都军区总医院救
治。交警五分局接到报案后，值班民
警立即赶赴成都军区总医院找到伤

者，经核实，伤者是报警女子的母亲
唐女士，唐女士向民警介绍了刚才
发生的那一幕。

由于没有面包车的任何信息，
鉴于此案案情复杂，性质恶劣，事故
大队迅速反应，成立专案组，调集精
兵强将，立即开展对此事故的侦办。

“我们排查了事发时段的车辆，发现
了约60辆与车型相符的可疑车辆。”
成都市交警五分局事故大队副大队
长张平介绍，随即民警对这些车辆
逐一进行排查，通过专案组民警大
量的排查、走访，最终锁定一辆川
A0Q21R的嫌疑车辆。

1月4日10时，虞某到交警五分
局来接受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
虞某始终坚称不知情，回忆不起，
拒不配合，面对唐女士的指认，铁
证如山，当天14时许，虞某详细交
代了发生交通事故后将伤者骗上
车行驶至石岭公墓南苑附近东风
渠旁的无名小路上将伤者丢弃在
路边后逃逸的事实。

对话司机
没有赔偿能力
内心挣扎后仍将伤者丢弃

驾驶员虞某为何要将伤者唐女
士抱上车随后丢弃在公墓附近？1月
10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交警五
分局见到了虞某，“我家庭条件不
好，担心事故严重要赔钱，我赔不
起。”虞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
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父母和妻
子没有上班，孩子上小学，平时依靠
帮人拉货一个月能挣3千多块。当时
出了事故后，他很担心，看到唐女士
躺在地上，伤势看起来很重的样子，

心中十分焦虑。在假装报警、拨打
120后，虞某告诉唐女士送她去医
院，然后将其抱上了车。

“一开始我确实有打算把她送
到医院，但是后来内心开始挣扎。”
由于担心唐女士受伤可能会赔钱，
在开车途中，虞某便开始思考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在事发地附近转了1
小时后，寻找人烟稀少的地方，准备
将唐女士丢下。当达到石岭公墓南
园附近东风渠旁时，虞某觉得机会
来了，将唐女士骗下车，趁她不注
意，一脚油门加速逃离了现场。

逃跑后，虞某一直躲在家中，没
敢将事情告诉家人，抱着侥幸心理，
以为不会被查到，结果天网恢恢，最
终被民警抓获。

民警提醒
肇事后转移现场 致伤者抢救
不及时死亡将涉嫌故意杀人

“虞某在交通事故后，将伤者丢
弃的行为十分恶劣，也十分危险。”
张平介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为
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
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
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
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
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
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所幸，唐女士伤情已经稳定，
暂未造成严重后果。”张平表示，唐
女士肋骨骨折，已无大碍，需要静养
恢复。目前，驾驶员虞某因涉嫌交通
肇事逃逸，将面临记12分，罚款1000
元，并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男子驾车撞伤行人 竟然将伤者丢弃后逃逸
驾驶员虞某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将面临记12分、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一男子驾驶面包车在荆竹
东路与东裕路交叉路口将一名
64岁老人撞伤，事故发生后，驾
驶员虞某先是假装拨打120，将
伤者唐女士抱上自己的车里，
并谎称送她去医院。没想到的
是，虞某驾车在事发地周围兜
兜转转1小时后，将唐女士丢弃
在石岭公墓南园附近东风渠旁
的无名小路旁，随即驾车逃逸。

1月10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
都市交警五分局了解到，在平安
成都冬季铁拳行动中，交警五分
局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目
前，驾驶员虞某因涉嫌交通肇事
逃逸，将面临记12分，罚款1000
元，并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
18010期排列3直选中奖
号码：167；排列5中奖号

码：16782。●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
乐透第18005期开奖结果：前区04
09 23 24 30，后区08 1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3D”第2018010期
开奖结果：858。●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8005期开奖结果：基
本号码：01 09 11 16 24 29 30，特
别号码：15。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射击训练、警犬训练、装备展示
……昨日作为全国第32个110宣传日，
成都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开展“警营
开放日”活动，向110名热心市民代表
和40名热心网友进行全市特巡警日常
训练和相关科目演练。图为一名参观
的男孩与特警合影。

现场装备展示中包括：特种车辆、
反劫制暴、安检排爆专业装备器材，以
及快反小组勤务车辆、作战装备展示。
特种专业装备展示有一大队反劫制暴
武器装备，包括枪支类（92式手枪、95
式自动步枪、97-2式防暴枪、高精度
狙击步枪、88式狙击步枪、拐弯枪），防
护类（防弹头盔、防弹面罩、防弹盾牌、
全防防弹衣），侦查、破拆类（黑鹰破门
工具、穿墙雷达、内窥镜、全向机器人、
攀登包、爬墙机器人）等。

此次活动，成都商报也进行全程
直播。昨日上午，通过成都商报客户
端、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都商报一直
播、人民日报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
端、今日头条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
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北京时间客户端
等9个主流直播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总
观看量达70.2万。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张
迪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都警营开放日
成都商报全程直播

长大我也
当警察

令人惊讶
摊位被拆业主不知情

余登军是郭家桥菜市场二层菜
摊L98和L99的业主，2006年他花了
十几万元从成都市博杰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购买了这两个固定摊
位，每个摊位建筑面积为5.74平方
米，其中套内面积为2.65平方米，并
且办理不动产证书。十年来，他一直
将两个摊位租给卖菜的王中明，总
租金1.3万元，一年一续约。

去年12月23日，跟往常一样，王
忠明正在卖菜，市场管理方蒋森林
带着一大群人说要过来拆摊位，因
为已经跟业主谈好，要将摊位租赁
给管理方，现在管理方对摊位进行
升级改造。下午，王中明给余登军打
电话，告知了摊位被拆除一事，后者
大吃一惊，12月25日，他赶到菜市
场，发现原来两个砖混结构的菜摊
已经被拆除，水泥地面已被改成了
瓷砖地面，他通过电话寻找蒋森林，
对方表示在外地。

有这样遭遇的人并不只他一
个。1月2日，另一位业主姚俊波赶
到菜市场，发现原来砖混结构的菜
摊拆得只剩下两堵墙，她和余登军
等5名业主一起报了警，大家一起
到了望江路派出所，在派出所蒋森
林写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将在1月6
日将5位业主共9个摊位恢复原状。

然而，1月4日，姚俊波再次来
到菜市场，菜摊最后两堵墙也被拆
除了，只剩下光落落的地面，她对
此非常愤怒。

现场回应
刚承诺立即反悔强拆

1月10日，成都商报记者抵达
了郭家桥菜市场的二楼，记者看
到，余登军的摊位已经变成了不锈
钢移动钢架。

“钢架面积比原来的摊位建筑

面积小，预留了很大的过道。”余登
军说，这等于管理方把他家房子给
拆除了，只留下了地面，上面没有任
何建筑物，只有一个可移动的钢架，
而这个钢架租户要使用，必须再缴
纳5000元的押金，外加每年1万元的
入场费。“他们想把所有摊位返租回
来，就是为了收取入场费。”

这个5000元押金费和1万元入
场费的说法得到了其他租户和业
主的证实。

记者采访时，蒋森林刚好在菜
市场，他自称成都绿优益商贸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说，郭家桥菜
市场修建十年以来，一直因为消防
通道安全距离不够而被要求整改，
他们作为管理方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为此我们公司做出决定，对菜市
场进行升级改造。”蒋森林承认，升级
改造既没有向政府部门报批，也没
有拿到相关建设规划审批文件。

“确实是在业主不知情不同意的
情况下将摊位给拆除了，是我们前期
工作做得不到位。”蒋森林说，被强制
拆除摊位的业主大概有21位摊位共
25个左右。他说，升级改造本意是好
的，就是将市场经营好管理好，管理
方和业主的利益也是一致的，现在将
摊位拆除之后，不少业主表示强烈反
对，目前正打算恢复原状。1月2日曾
经承诺恢复原状，为何继续强拆？蒋
森林一开始表示自己对继续拆除并
不知情，后来改口“反正都拆了要恢
复，不如一起拆了再恢复。”

不过，据姚俊波介绍，记者离开
菜市场后，一大群壮汉冲到菜市场，
对尚未拆除摊位的租户予以驱逐，
业主再次报警。在警方和望江路街
道办协调之下，蒋森林再次写下了
一张承诺书，承诺在1月21日之前恢
复10位业主共计15个摊位的原状，
标准为砖混结构，面积和位置以产
权证为准，如果到期未恢复，每逾期
一天将向业主支付罚金500一天，以
此累计，每5天一次支付罚金。

12月23日
市场管理方对摊主王忠明

称要拆摊位，已通知业主
王忠明给业主余登军打电

话，后者大吃一惊

成都市郭家桥菜市场业主不同意将摊位租赁给市场管理方成都市绿
优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优益），可是谁没有想到，自己名下不动产
摊位竟然遭绿优益法定代表人蒋森林拆除。1月2日，5名业主选择报警，蒋
森林向他们承诺将1月6日之前将摊位恢复原状，可是业主两天后发现，原
来的水泥框架结构摊位继续被拆除。

1月10日下午2点，蒋森林向成都商报记者承认，确实在未取得租赁合
同未征得业主同意情况下将不动产摊位拆除，现在打算恢复原状。

然而，就在成都商报记者采访离开后，一大群壮汉冲到菜市场对租户
予以驱逐，意图对剩余摊位予以拆除，业主再次报警。

律师认为，强拆菜摊涉嫌故意损害他人财物罪，涉嫌刑事犯罪。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
认为，不管是拆房子还是其他建筑
物，都必须取得所有权人的同意，从
此事来看蒋森林具备故意损害他人
财物的嫌疑。

“不管双方是否有物业合同，都
不能故意损害他人财物，且他的菜
市场升级改造不涉及任何公共利
益。”蒋健说，他倾向于将此事定性

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除了涉
及到民事侵权的赔偿之外，公安机
关还应该予立案侦查，如果警方未
立案侦查，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要求武侯区检察院
立案监督。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蒲虎认
为，此事不仅涉及民事侵权，还涉嫌刑
事犯罪，当事人不仅可以要求强拆人

员立即停止侵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还要求公安机关予以立案调查。

“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有没有
物理管理合同，现在来看，是没有，即
便有，那么从常识来判断，合同也不
会约定说你可以拆除我的财产，所以
这个不是基于合同的行为。”蒲虎说，
第二，即便有合同关系也不能对抗刑
事立案的可能性，不可能说有合同关

系就不是刑事案件，有合同不能排除
刑事追究，从此事来看，强拆人员没
有理由的情况下故意破坏他人财物
金额较大的行为，公安机关应该予以
立案调查，如果未予以立案，当事人
可以向上级部门申诉，或者要求检察
院予以立案监督。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张直
摄影报道

12月25日
余登军赶到菜市场，发现

原来两个砖混结构的菜摊已经
被拆除，被强制拆除摊位的业
主有二十几位

1月2日
余登军、姚俊波等5名业主

一起报警。在派出所，市场管理
方承诺将在1月6日恢复摊位原
状

1月4日

姚俊波再次来到菜市场，
发现菜摊最后两堵墙还是被拆
除了

1月10日
市场管理方告诉成都商

报，强拆是为了对菜市场进行
升级改造，但承认既没有向政
府部门报批，也没有拿到相关
建设规划审批文件

记者离开菜市场后，一大
群壮汉冲到菜市场，对尚未拆
除摊位的租户予以驱逐，业主
再次报警

在警方和望江路街道办
协调之下，蒋森林再次写下了
一张承诺书，承诺在1月21日
之前恢复10位业主共计15个
摊位的原状

熊孩子玩火5车被烧
协商未果车主欲诉讼

2017年12月30日下午，犀浦镇锦
园一期B区内燃起一团火，火从堆放
的废弃材料处蔓延至停在旁边的汽
车，致5辆车不同程度的受损。事后经
调查发现，火情系小区内几个小孩玩
火引燃堆放的杂物引起。

被火焰波及的5辆车的车主告诉
记者，事件中一辆车报废，其余4辆车
需要修理，目前他们核算的损失共计
12万。不过调解中4名孩子的家长对
各自的责任却意见并不一致，以致车
主和他们的三次协商都没有结果，目
前 5 名车主决定走诉讼途径维护权
益。另一方面，小区物管也认为，自己
没有责任。

监控中，明火是当天下午3：29分
出现的。起火前一分钟，有4个娃娃从
冒烟的杂物处奔跑着出来。不过记者
注意到，视频看不清楚点火的动作。小
区所在锦园社区分管物业工作的曾姓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锦园一期B区是
安置小区，物管并没有收取物业费以
及停车费。尽管起火位置堆放的是未
被清理的床垫、沙发等杂物，他坚持认
为物管方面没有责任。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小虎和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邢连超
律师都表示，如果确定是哪个孩子点
的火，那么这个孩子的监护人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如果确定不了，那么这4
个孩子的家长都要承担相应责任。如
果消防部门的最终认定中认为，物管
公司未及时清理杂物与火灾的形成有
一定关联的话，物管可能也要承担相
应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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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司机被挡获

2017年12月23日，郭家桥菜市场摊位拆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