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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2月就开始搞了，到现
在，他（杨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情，但还是有意识要把车停放在外
边。”周先生说。周先生告诉记者，事实
上，街道办在治安防控、防止汽车被盗
上，做了大量工作。周先生介绍，大丰
区域居住人口众多，为了做好治安防
控，区域内每天晚上都会有联防联控，
社区队员从晚上9点开始，到第二天凌
晨5点，都会进行通宵巡逻，“但这么大

的区域只有40多个人，加上公安派出
所的，也就只有五六十个人。”

关于杨先生车辆被贴纸、放气这
件事，周先生称“确实是不得已”，“我
们也是没有办法，都是为了防止车子
被盗。”周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此前一
位车主刚刚买了一辆二手汽车，还没
来得及上牌，因为没停放在安全停车
场，在街边就被盗走了。

“还有一次，我们的队员在街边发

现一辆车没有关好车门，通过车上电
话喊车主下楼关门，但他却说买了保
险不要我们管。”周先生说，分明是为
了车主好，但却得不到理解。

周先生说，从数据反馈来看，防盗
工作其实是收到了成效的。对比此前
的盗车数据，目前已经有了大幅下降。
接下来，街道办事处也在与公安部门
联系，下一步将对各街道进行整治，尽
可能让车主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区域。

业主：小区地下车位
只售不租为哪般？

浪琴湾小区位于乐山城北。5年
前，刘先生购买了浪琴湾的一套房
子。“虽然没在城中心，但是自己有
车，还是比较方便。”刘先生说，交房
后他迅速进行了装修，因为当时小
区周边停车的地方也不少，就没有
考虑买车位的事。

不过，随着周边很多小区入住
率增高，外围的停车位也越来越紧
张，有时车辆随意停放，还要被开
罚单。对于刘先生来说，到底是买
车位还是租车位，他也纠结了很
久，最终还是决定先租车位，“我去
物业服务中心租了开发商的车位，
每个月300元。”

今年春节后，刘先生却突然得
知，车位不续租了——开发商的车
位只售不租，标准车位每个8.5万
元。刘先生说，“开发商在没卖的车
位上都安装了地锁，既不能月租，也
不能按次或按时停车。”

刘先生说，小区外面经常找
不到车位，而小区地下车位却空
出一大片，既然地下车位是小区
的重要配套，为何不能把没卖的
车位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租给
业主使用呢？

在乐山当地论坛，关于小区车
位“只售不租”的话题，也引发网友
热议。有网友认为，车位产权是开发
商的，是租是售当然可以自行决定；
也有网友认为，车位是房子的配套
设施，应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卖和
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物业：现阶段只售不租
开发商相关负责人：可租可售

6月3日，记者在浪琴湾小区地
下车库看到，确有不少空置车位，
未售卖的车位均张贴了“可售”标
识，地面安装有崭新的地锁。保安
称，除了装卸货物等临时停车外，
没有购买车位的车辆禁止进入地
下车库。

据该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小区有1300多户，地下车位
560个，车位已经卖出去一大半了。
此前开发商剩余的车位可售可租，
租金每月300月，但是现阶段只能
买，不能租。对于业主短时间进入车
库停车搬运货物等，并不收费。

随后，记者以业主身份，咨询了
该小区开发商的销售热线，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说，现在浪琴湾小区剩
余地下车位约100多个，全部只售不
租，其中，标准车位价格每个8.5万
元。对于只售不租涉嫌变相强卖的
质疑，对方称“你可以选择不买。”

3日下午，记者又辗转联系上浪
琴湾小区的开发商相关负责人，对
方十分肯定地答复说，浪琴湾小区
地下车位均可售可租。那么为何销
售人员和小区物业均称只售不租
呢？他猜测说，可能是销售人员和物
业为了卖车位拿提成。

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小区车
位只售不租，并非个例。不过，广州、
山东等地已经出台了地方性规定，
车库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物业使用
人的停车需要，建设单位不得以“只
售不租”等名义进行拒绝。

小区车位
只售不租？

业主质疑，开发商相关负责人称可租可售
律师称“只售不租”违反立法精神

伴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伴随着车辆越来越多，，停车难等问题也越发明显停车难等问题也越发明显。。最近最近，，四川四川
乐山一小区部分业主反映乐山一小区部分业主反映，，小区地下停车位只售不租小区地下停车位只售不租，，质疑此举质疑此举
有点有点““霸道霸道”。”。对此对此，，该小区物业及小区销售热线工作人员均表示该小区物业及小区销售热线工作人员均表示，，
目前车位只售不租目前车位只售不租。。但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却表示但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却表示，，车位可租可车位可租可
售售，，只售不租的说法只售不租的说法，，或系销售人员为了拿提成或系销售人员为了拿提成。。

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只售不租只售不租””违反立法精神违反立法精神，，等于变相剥夺业主使等于变相剥夺业主使
用停车位的权利用停车位的权利。。

对此，北京威诺（成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郭金福表示，根据《物权
法》规定，不作为共有建筑面积进行
分摊的专有产权车位，属于开发商
所有。开发商有权对其进行售卖或
出租。从这点来说，产权车位是开发
商的财产，想“租”还是想“售”，的确
由开发商说了算。

不过，郭金福认为，根据《四川
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管理区
域内按照规划设置的车位、车库，应
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有的业主
可能经济条件不允许，有的业主可
能觉得自己不需要买车位，开发商

‘只售不租’，是变相剥夺业主使用
停车位的权利。”

“停车位作为小区的一项重要
配套设施，在建筑规划设计时，应达
到强制性的规划指标，因此住宅小
区内经规划建设的地下停车位，虽

然产权属于开发商，也应当根据《物
权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首
先满足业主的需要。满足业主的需
要，当然是以正常使用为目的。”四
川骥志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显庆认
为，虽然法律没有对停车位“只售不
租”是否违法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
做法显然限制了业主的正常、合理
使用，也违背了《物权法》和《物业管
理条例》中设定的“停车位首先满足
业主需求”的立法精神。

马显庆认为，如果开发商只售
不租，或者以远高于市场价格出租
车位，也是不行的，都等于变相胁迫
业主购买车位。他建议，如果业主对
此有异议，最好通过小区业主委员
会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双方
进行协商解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
爱刚 摄影报道

律师：

虽车位产权属于开发商
但应首先满足业主需要

近日，成都发布“关于征求《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机动
车停车服务收费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有“开发建
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其公示的车（库）位租售方案租、售车（库）
位。开发建设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等理由拒绝提供停车（库）
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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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有点生气：他们好心能理解，做法难接受
街办有点泄气：其他办法也试过，无奈难见效

一 通 电
话，杨先生将
成都新都区大
丰街道办投诉
到 了 市 长 热
线。6月1日早
晨，杨先生发
现其停放在路
边的车子的前
挡风玻璃上，
被用不干胶，
贴上了蓝色纸
张，上书“易被
盗车辆，请停
放在有人看守
的 场 所 ……”
纸张怎么也撕
不下来，驾驶
室的视线也被
完全遮挡住。
另外，驾驶室
一侧的前后轮
胎 也 被 放 了
气。杨先生得
知，此乃辖区
大丰街道办的
夜巡工作人员
所为。

而经记者
了解，杨先生
的投诉背后，
则是街道办为
减少汽车被盗
案的发生，而
进行的一场持
久 的 防 盗 之
战。街道办相
关负责人周先
生介绍，贴纸、
放气，实属不
得已，为防盗，
此前曾做了大
量宣传工作，
但不少车主并
不在意，还嫌
他们“多管闲
事”，“我们花
费了大量的精
力，目的也是
为了保护车主
的财产，现在
还 招 来 了 投
诉，我们也很
委屈。”

究竟怎么
回事？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
记 者 展 开 调
查。

对于街道办的防盗举措，泰和泰
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华认为，目前街道
办的做法稍欠妥当。其称，街道办的
初衷是很好的，不过，根据法律规定，
车辆毕竟属于车主个人财产，如果没
有法定理由，其他任何机关和部门不
能对其进行污损。

“目前看来，街道办的防盗做法，
有些粗放，其实可以再考虑一些更好
的方法，比如既不影响车主的车辆和
出行，又能有效防范的手段。除了人
防物防，是否还可以通过一些科技化
的手段进行防范呢？”廖华说，“其次，
防盗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工作，除了街

道办自身，也可以加强与公安机关的
合作，构建防范体系。”另外，车主本
人也应当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应尽量
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区域，或者通过对
车辆加装相应的科技设备进行防盗。

一名具有多年打击盗抢车辆案
件经验的成都民警也向记者表示，防

盗需要政府部门、公安机关、车主本
人共同参与，车主个人的防范意识也
特别重要，“需要大家都加强意识，采
取相应手段，加上各方力量参与，才
能达到较好的防盗效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报道

“之前，附近几条街也有车子被贴
了，说是为了防盗。”3日，杨先生告诉
记者，“这份好心我能够理解，但这种
做法还是有些无法接受。”杨先生说：

“放气我能够接受，但贴纸我不能接
受，因为（挡住视线）无法开车，无法开

车我就没法上班。”其要求街道办为其
进行处理，并前往街道办进行了交涉。

“但他们的说法，让我并不满意，
这个车子，我现在肯定不会去动，必须
要求他们来给我进行处理。”杨先生介
绍。“为什么不能用其他方法来提醒防

盗呢？即便要贴纸，为什么一定要贴在
挡风玻璃正前方呢？看起来可以防止
偷车者，但也给车主本人增加了麻
烦。”

为此，杨先生称，已经向市长热线
进行了投诉，至今车辆还停放在原处。

街办为了防盗
给车贴纸放气

——如此防盗，我挺不解

杨先生居住在新都区太平碑路一
小区。5月31日晚，杨先生下班回家，与
往常一样，将车子停放在了小区紧邻
的一条相对僻静的道路边。杨先生介
绍，购车两年多，不少时候，车子都是
这样停放的。

6月1日一早，准备开车上班时，杨
先生发现，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上出现
了一张蓝色的大纸。走近一看，上面印
着几行大字：易被盗车辆，请停放在有
人看守的场所，建议使用方向盘锁等
其他防盗设备。

“当时以为只是轻轻贴在上面的，
结果怎么撕都撕不下来，粘了一层胶，
弄了很久，才撕下来一点点。”杨先生
说，这张蓝色的“温馨提示”，不仅难以
撕下，更重要的是，完全挡住了驾驶室
的视线，“当时我女朋友还急着上班，
就只有想其他办法了。”

杨先生介绍，除了挡风玻璃被贴
了纸之外，驾驶室一侧的前后轮胎也
被放了气，要开行更是没有办法。当
场，杨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之后
得知，系街道办所为。

挡风玻璃被贴纸，前后轮胎被放气

“好心我能够理解，做法有些难接受”

车主

——无奈之举，有点委屈街办

3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新都区大丰
街道办事处，街道办负责该项工作的一
名负责人周先生向记者介绍，对于杨先
生的情况，他们的做法实属无奈之举。

周先生介绍，防盗工作自去年12月
份开始就在进行。一方面，大丰区域夜
间在外边路面停放的车辆特别多，每天
晚上，有15000到20000辆，“很多车主不
愿意停到小区内的停车位，不愿意给
钱，就在路边随意停放。”另一方面，车
辆盗抢案件又时有发生，“去年12月份

后，省上对我们新都区进行了挂牌整
治，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办法。”

对于杨先生车辆被贴纸、放气的做
法，周先生表示，“我们也是不得已。”周
先生介绍，此前就曾做了大量工作：“我
们对所有的车主，一是进行劝导，二是
进行宣传，通过社区和网格员等等，建
立微信群，给他们讲，要尽量将车停放
在有人看管的路段或者停车场里面。但
不少车主仍然不在意。”

另外，周先生介绍，一开始，工作人

员也曾向街边的车辆发放小型提示卡
片，但不少车主随手就扔掉了，也并未
上心。“但对于贴纸，我们也是有要求
的，主要是针对一些没有关车门的车
子，还有就是一些易盗车辆，因为体量
很大，不可能留意到每辆车。”周先生介
绍，在此过程中，如果车上留有电话，首
先会跟车主联系，让车主前来关好车
门，“这也是为了车主的财物着想。”如
没有留电话，也会通过街道办的综治中
心或派出所查询车主的信息。

不得已：尝试多种手段提醒车主，但收效甚微

挺辛苦：做了大量工作，每晚通宵巡逻

建议：与其贴纸放气，何不求助科技？

浪琴湾小区未售车位全部安装了地锁

浪琴湾小区地下车库出入口

前挡风玻璃被贴上了纸

杨先生车辆的轮胎被放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