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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一整天需要50元，不允许月
租，从4月2日开始，首创爱这城众多
业主正在为高昂的停车费烦恼。原来
的停车费是9元/天。“身为小区的业
主，我们没有车位可以用，不得不接
受商业停车位的标准，按照每小时进
行收费，如此算下来，一辆车如果不
挪动的话，停车费需要1500元/月。”
业主胡功川说。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之所以
出现高价停车位，其原因是该小区地
下停车位被出售，包括人防停车位，
而其中最大的一家买主为首创爱这
城商业业主——成都紫瑞新丽商贸
有限公司（阳光新业），一口气买了
576个车位。目前，成华区政府各有关
部门已组织协调4次。

小区住户遭遇停车难？

4月8日11点，首创爱这城2栋1单元的业
主陈先生将车从小区开出来，遭遇了“拦路
虎”，这是一条消防通道，路面被物业加了三
把锁，车被拦着出不去。

“我也不想停这里，但能怎么办？地下停
车场现在50元一天。”陈先生说，以前地下停
车场9元/天，大家都停在地下。但4月2日开
始，物业对地下停车场执行新的收费标准：
首两个小时6元，以后每小时2元，不接受月
租。换言之，如果24小时不挪车，一天需要交
50元。这样的收费标准，业主不能接受，从公
布新的收费标准后，业主屡次与地下停车场
人员发生冲突。

受影响的还有业主胡功川。他有两部车，
按照新的收费标准，他每个月需要支付3000元

的停车费。“现在我就只能开一部车出去，一部
车停在地下停车场，至今出不来。”胡功川说，
要出地下停车场，必须按照新收费标准缴费，
他不乐意。从4月2日开始，他作为业主代表不
停地为此事奔波，希望将停车费降下来。

据多名业主透露，新的停车收费标准主要
涉及2栋1单元、2单元、3单元业主大概500多
户。3月28日，首创爱这城物业管家发布信息，
从4月2日开始执行新的收费标准。如果不愿意
执行新的收费标准，大概有150户业主无车位
可停。

“说涨价就涨价，不跟业主商量，没有
讨价还价的余地。”2栋2单元的安女士说，
车位调价，涨幅惊人，以前她每个月花费
250元至400元停车，如今需要花费1500元。

购物遭遇尴尬
被店员认为像小偷报警

4月13日晚上9点过，内江人高女
士和丈夫、母亲前往成都万象城吃
饭，随后高女士和母亲在万象城商场
购物。在万象城2楼Marc O'Polo服装
店购置了T恤、衬衣后，高女士一行离
开，“当时感觉店员的态度也多好
的。”当晚，高女士将衣服拿给老公试
穿，发现大小不合适，第二天再次来
到服装店，准备换购后离开。

14日下午5点半，得到店员可以
更换尺寸的回复，高女士选择好尺寸
后，正准备离开。“突然来了4个警察，
把我和我老公围住，说去派出所协助
调查。”高女士回忆，“当时我不晓得

是啥子事，迟疑了一下，又来了3个警
察。”高女士跟着到了附近的辖区派
出所，配合警方工作做笔录、调查了
解情况。

“后来才晓得，是服装店店员报的
警，说我跟监控里的小偷有点像。”高女
士觉得很冤枉，“事发时间我在隆昌。平
时我也根本不在成都，生活、居住都是
在内江。”高女士告诉记者，上周是因为
工作培训前来成都，培训在4月13日结
束，高女士原本计划参加完朋友的生日
宴会，再开车返回内江。“之前在万象
城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平时只有工作
有事或者购物才去住。”

核实清楚后 店员道歉
当事人：对方道歉不真诚

13日下午约7点，警方核实清楚
高女士不是小偷后，高女士从派出所
走出来，“我觉得很冤枉，警方问我对
商家有啥子要求，当着商家的面就可
以提。”

高女士称，“当时我要求报警店
员出一个书面道歉，对方不同意。我
要求回事发店内道歉，报警店员也不
同意。（我）当晚9点左右回到万象城，
找他们投诉，当晚11点左右报警店员
终于出现。”高女士认为，这是一个极
为不真诚的道歉。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高女士朋
友提供的视频看，一名穿着牛仔衣
的女性向另一名穿着灰色大衣的
女性道歉：“美女，这确实是我个人
原因看错了，确实给你带来麻烦，

耽搁了你很多时间，对不起。”随
后，穿牛仔衣的女性向对方鞠躬了
一下。

4月1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华
区公安分局相关人员处了解到，4月
13日，成华警方接到万象城内一家服
装店店员报警，称一位到店女士与此
前在店内盗窃的犯罪嫌疑人穿着特
征相似，怀疑就是该犯罪嫌疑人。随
后，警方正常出警，依法将该女士带
到附近辖区派出所开展工作，调查了
解清楚后，当天让该女士离开。成都
商报记者了解到，所谓的相似，店员
告知警方，是穿的衣服相似，也都佩
戴了眼镜。

高女士觉得，“当事店员的道歉，
让我感觉就是为了道歉而道歉。我不

接受这样的道歉，我现在只要求商家
登报道歉。”因为行程原因，高女士当
晚赶回内江，“对方说会在第二天给
我回复，但一直也没有回复。”

店家：
此事已经上报总公司

4月15日，成都商报记者也来到
位 于 成 都 万 象 城 商 场 2 楼 的 Marc
O'Polo服装店，该店正常营业中。一
位店员透露，头一天上班的所有同事
都在轮休，包括当事报警、道歉的同
事，自己对于此事并不清楚。随后，该
店员请示店内负责人了解到，此事已
经上报总公司，当天为周日休息日，
将在得到处理方案后直接联系顾客
高女士。

如建设单位出售车位
不符合配置比例

可能涉嫌违反
《物权法》
广东德纳（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方毅说，这种车位需求矛
盾，在商住混合楼盘比较常见。
收费到底该优先满足“商业业
主”的“营利”需求还是该优先满
足“住户业主”的“基本生活”需
求，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规划车位及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
主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五条也规定，建设单位将车位、车
库，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
处分给业主的，应当符合配置比
例，即“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

如果建设单位出售给商业
业主的车位数量不符合这个配
置比例，那么建设单位的出卖行
为存在瑕疵。但是因为商业业主
已经将该部分车位过户至自己
名下，从维护稳定交易的原则来
看，即使建设单位和商业业主的
交易存在瑕疵，住户业主也很难
要求撤销该交易行为。而且，撤
销权属于形成权，还要受除斥期
间的限制。方毅说，还要考虑到
建设单位是否将车位与商铺打
包卖给商业业主。“如果是这样
的话，那么建设单位就违反了物
权法关于车位应当首先满足业
主需求的规定。”

商业业主或涉嫌违反
《反垄断法》

业主可向
发改委等举报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
博士王竹认为，目前对于商住混
合区中商业停车位和住宅停车
位的配比问题，在法律规定上还
是一个空白。

“未来可以在物业管理条例
下对此予以明确，按照公平合理
的原则，按照商业和住宅建筑面
积进行配备，且最好进行分区停
车。”王竹说，从现有法律框架
下，住户业主可以从商业业主涉
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角度进行
法律救济。

四川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
博士袁嘉同样认为，商业业主可
能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中关于禁
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
定，不过要判断商业业主是否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有没有滥用支
配地位制定过高的价格行为，具
有一定的难度。袁嘉说，业主可
以向发改委等反垄断执法机构
进行举报，请其介入。

为何商业停车位的比例会高于住宅
停车位？

4月8日，记者来到首创爱这城。据物
业说法，伊藤洋华堂负1楼到负3楼地下
停车场均属于商业地下停车场。据业主
称，2栋3个单元的业主居住在伊藤洋华
堂楼上的6楼到29楼。

胡功川说，事情发生后，他曾经到成
都规划馆调取首创爱这城的总平面布置
图，图纸显示的住宅停车位与物业所报
的数量相差较大。

此外，还有业主前往成都市房管局查
询，发现紫瑞新丽贸易有限公司拥有的产

权车位仅为576个，并非物业所说的600
个。而576个车位中，并非全部为“商业属
性”，其中部分为“住宅属性”，车位业主的
141个产权车位属性也是“住宅属性”。

4月12日，应业主要求，成华区建设
局人防科前往伊藤洋华堂的地下停车场
确认，伊藤洋华堂的负3楼除了少量地
方，大部分均属于人防设施空间，这些人
防空间都划了线用作停车位。4月15日，
王安成则向记者表示，紫瑞新丽商贸有
限公司（阳光新业）拥有产权车位为576
个，另外有24个属于开发商赠与其永久
性使用，一共600个。

商业业主买走约三成车位

被店员当小偷报警
她要求店方登报道歉

纠
纷

追
问

停车费涨价，引发纠纷，首创爱这城的物
业公司——首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颇为头疼。

“不是我们不租车位，是没有车位可以
租，我们不过是在执行产权人的权益。”该公
司首创爱这城的项目经理王安成说，而这个
产权人就是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它
是小区的商业业主，首创爱这城负一楼到5楼
的商业体均归其所有。

4月8日，王安成说，目前首创爱这城的停
车场车位数量为1936个，其中产权车位为
1694个，还有开发未售的异形车位59个，地面
停车场有183个（非产权车位）。产权车位中，住
宅停车位有815个（在1期），商业停车位有879
个。“商业停车位中有600个车位，是商业业主
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阳光新业）的，它
租赁给了伊藤洋华堂建设路店使用，有141个
由车位业主租赁给伊藤洋华堂用，另外138个
住户业主自用。”王安成说。换言之，首创爱这
城有业主2329户，为住户业主使用的车位有

1136个，741个车位均归伊藤洋华堂使用。所有
车位均归产权人所有，物业无车位可以出租。

“如果业主没有买车位，目前的现状就是无车
位可以用。”

王安成说，在未涨价之前，2栋3个单元
业主一直 占 用 的 是 伊 藤 洋 华 堂 的 停 车
位，但是停入商业停车场的车越来越多，
使得伊藤洋华堂的车位大量被占用，仅供
消费者购物停车的车辆只有200多个。王安
成还说，早在2009年，首创爱这城商业停车
场就收费标准进行了备案，此次不过是恢
复最初的备案收费标准，不存在涨价的问
题。但发布新收费标准后，业主开始抵制。
据物业中心统计，目前登记需要停车的车
辆有434辆，除掉可以使用的停车场183辆
（收费7元/天），需要停车的还有251辆。“我
们已经协调了附近的钻石广场，我们协调
的价格是300元一个月。”王安成说，目前已
协调好了250个停车位。但业主并不买账。

“还是太远了。”

商业业主买下大量车位“我们无车位可出租”物业：

停车费涨了 上百户业主无车位可用业主：

4月12日，成都商报记者拿着胡功川
到成都规划馆调取的首创爱这城总平面
布置图，前往成华区规划局咨询。该局工
程科林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图纸显示，
当时项目停车位是根据《成都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范2005》的规定，按照每户建筑面
积来配备停车位的，按照这一配比，这个
小区停车位是符合这个技术规范的。该小
区规划有停车位1689个，其中地下停车位
1609个，地上停车位80个，其中商业停车
位315个，住宅地下停车位1294个。

成都商报记者向成华区发改局索要
2009年该商业停车场的备案文件。一位
参与纠纷协调的工作人员表示，2015年
后我们国家对住宅小区和商业停车场的
收费已经放开，2009年这份备案文件自
动失效，现在由停车位产权人自己定价。

“地面停车场属于全体业主所有，而
地下停车场产权属于开发商，不管是商
业还是住宅，他有处置权，他想卖给谁就
卖给谁。”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卖给别人
后，对方可以办理产权，唯有人防车位不

可以买卖。目前，收到业主投诉后，建设
路街道办积极搭建平台，成华区政府各
有关部门参加，已组织协调4次。

“根据我们国家相关法律，单个人防
车位不可以买卖，也办不到产权证，但是
整个人防空间的使用权整体可以出售。”
成华区规划局人防科鲁姓科长说。根据物
业中心《告业主书》公布的车位产权明细，
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阳光新业）在负1
楼和负2楼有车位196个；从负3楼车位编
号为01到404的车位均归其所有。

4月15日，记者数次联系紫瑞新丽商贸
有限公司（阳光新业）在首创爱这城的项目负
责人就车位产权进行采访，对方均拒绝了。

根据规划，商业停车位只有315个，
而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阳光新业）却
拥有600个商业停车位，其中有无违反相
关规定的情况？成华区房管局物管科将记
者手中的首创爱这城总平面图进行了拍
摄，表示会交给建设路街道办，“目前这个
纠纷由建设路街道办搭建平台协商。”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成华区相关部门已介入组织协调：

为何商业停车位比住宅停车位高？车位比例：

4月13日，高女士在成都万象城一家服装店购物，次日因为尺寸不合，到店退换。按照原本计划，高女士在店里换好衣服后，将前往春熙路参加
朋友的生日宴会，再在当天赶回内江老家。高女士没想到，到店更换衣服尺寸时，服装店店员报警叫来警察把她拦住，送到万年派出所进行调查，等
到了解清楚后，已经是几个小时后的事。生日宴会没有参加成，高女士自己也惴惴不安。

“报警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之前偷东西的监控录像里的人，长得像我。我平时根本不在成都生活，不可能是我。”高女士希望得到店方的登报道
歉，目前双方正在协商中。

说说//法法

逛商场时
因“穿着特征相似”

负三楼空荡荡的停车场

陈先生的车遭遇“拦路虎”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
认为，店家是发现可疑人员进行报警，
警方依法盘查，这本身不违反任何法
律法规。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小虎认为，如果店员在没有弄
清楚的情况下报警，要求店员给高女
士赔礼道歉，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如
果店员不是故意的，一般情况也是赔
礼道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给当事人
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可以要求进
行相应补偿。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认为，第一，店员此前发生被盗
情形，在没查实的前提下就报警有些
草率，没有尽到核实义务。店员如果不
是故意的，行为也无可厚非。如果店员
是故意的，就应该对高女士进行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彭亮

店员该道歉吗？
店方该赔损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