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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

您的烦心事儿，我们帮着解决。您的大小不满，我们及时转达。北京晨报与首都
之窗合作，基于北京市“政风行风热线”服务推出《有事找晨报》专栏，周一到周五固
定刊出。这里不仅是一个倾听的平台，更是一个传递市民呼声与诉求的靠谱渠道。我
们在这里热忱服务晨报读者与广大市民，力求事事有答复，争取件件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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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一口气出租 56 个车位
业委会认为其没有单方定价权 律师：出租行为合法 但应向物业交管理费
朝阳区紫东苑小区有一名
业主拿出该小区 56 个车位的
产权证， 称这些车位都归他所
有， 想以每年每个车位 7000
元的价格出租。 小区物业公司
及业委会认为， 该业主无权对
车位进行定价出租， 其出租行
为会给小区安全带来隐患。 律
师认为， 业主自主定价出租车
位的行为没有问题， 但需向物
业交纳管理费用。

房山房窑路西南侧
底商占道阻碍通行

你

业主出租 56 个地下车位

日前，北京晨报记者来到紫
东苑小区地下一层停车场。与其
他小区停车场不同的是，这里的
车位还有专人把守，七八个车位
的正中央都分别摆放着约半米
高的瓷瓶（如图）。记者靠近试图
用手移动花瓶，发现花瓶底部已

问

被牢牢粘在地面上。
“这层一共 70个车位，吴先
生的 56个车位几乎占满了一
层。”业主孙先生回忆，一周前，吴
姓业主开始雇佣人员，清退停放
在其产权车位上的车辆，
“小区内
停车位的租金原本是每年 5500

——
—房山区城管执法监察局

元，现在突然有业主以产权方的
名义出租，租金高达每年 7000
元，他有这个权利吗？”
负责把守车位的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只要有业主将车位空出
来，他们就会摆一个花瓶，要想继
续使用车位，需先交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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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生除了作为业主外，此前也是该
小区开发商和小区首个物业的
管理者。郑先生认为，这 56个车
位与吴先生的经历不无关系。
小区物业北京宜和嘉诚物业
管理公司的程经理也表示，一方
面，担心吴先生将车位出租给小
区以外的人；另一方面，其他产权
车位业主每月向物业交 80元管
理费，但吴先生拒绝交这笔费用。
昨日，记者见到了吴先生的委
托人何先生，其提供的产权证上，
北京市住建委、朝阳区房管局的印
章一应俱全，登记时间为 2011
年。何先生称，吴先生确实曾就职
于小区开发商单位，但与车位一事

无关，
“吴先生当时有些积蓄，这些
车位当年也就十几万元一个，见没
人买，吴先生才买了下来”。
针对物业的担忧，他表示，
“即使租不出去，也不会租给小区
外面的人”。至于物业管理费，何先
生表示，作为产权方，只负责收取
租金并开收据，租用者应自行向物
业交管理费。车位租金是参考了附
近小区的租金而定的。何先生告诉
记者，受吴先生的委托，目前已将
租金下调至每年 6000元。
关于此前四年间占用车位的
业主，以及负责代管停车费的小
区物业和业委会，何先生表示将
通过诉讼解决问题。

—丰台区大红门街道城管执法队
——

朝阳西坝河北里南侧
百余平方米违建被拆
Q：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11号楼南侧，有个人私搭乱
建平房、彩钢棚并出租，赚取非法收益，有 100多平方米，
私拉电线。希望城管执法队前去核实处理。
A：日前，太阳宫执法队队员接到举报后到达朝阳区
西坝河北里 11号楼南侧现场，看到建筑面积达 130平
方米的彩钢结构违建。执法队员对出租房主进行了谈话，
并发放了《告知书》，相对人表示将配合执法队工作，腾退
房屋。近期经核实，此处平房区与彩钢结构全部拆除。

出租车位合法 但应交管理费

北京嘉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朱霞律师认为，我国《物权
法》明确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吴
先生对于其通过合法手段取得
的 56个车位享有完整的所有
权，出租行为本身是法律法规许

可的。关于租金的问题，朱霞从
不影响社会秩序、和睦邻里关系
的角度出发，建议吴先生与业委
会和物业一起协商解决。
另一方面，小区物业行使其
管理车场安全、卫生等方面相
应的职责，承担相应义务，保障
小区及业主的财产安全，吴先

丰台大红门苗圃东里
占道早点摊已被约谈
Q：丰台区大红门苗圃东里小区有一无照早点摊，
紧贴
小区正门处，经营者是一对东北夫妻，他们吃住行都在店
里，卫生条件极差，经常看到有老鼠蟑螂流窜。他们还在门
口路边烧煤生火，既污染环境，又不安全。为了方便，就将污
水残渣直接泼到小区门口路边或是对面胡同里。望相关部
门能尽快取缔该“黑早点”，保护我们小区居民的身体健康。
A ：收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后，经执法队员现场调查，
此早餐店为店内经营，未发现其存在店外无照经营行
为，也没有发现污水乱倒现象。但此后执法队员再次到
达现场调查，发现该店存在店外经营行为，立即对其进
行规范，暂扣桌椅 1套，并对早餐店经营人员开具谈话
通知书，约其到执法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双方矛盾积蓄四年终爆发

小区业委会副主任郑先生告
诉记者，早在四年前自小区成立业
委会聘请新物业后，业主吴先生便
拿出了 56个产权证明，要求收取
费用，但随后四年由于吴先生无暇
顾及此事，便不了了之。物业及业
委会为了满足业主停车需求，便继
续将车位出租给固定的业主，停车
费用由业委会代为保管。此前由于
纠纷，业委会又将费用退还给了相
应业主。就目前的情况，业委会认
为根据相关条例，吴先生应委托物
业公司共同管理，不得自己管理车
位。其次，业委会认为吴先生没有
单方定价权。
郑先生还向记者透露，吴先

Q：房山区房窑路西南侧，南沿里社区对面，也就是
房山第一医院的西南方向，有一排新建的底商。这些商
户肆无忌惮地将桌椅板凳摆在外面，各种车辆随意停
放，严重影响路人的正常通行。建议有关部门核实查处。
A：经核实，现场确实存在店外摆放桌椅情况，区城
管执法监察局已对商户进行了教育告诫，并责令其当场
改正，今后将加大对辖区的巡查监管。

生享受了物业服务，也应向物
业交纳相应的管理费用。另外，
吴先生如取得收入，也应按照
国家税收的有关规定上交个人
所得税。

—朝阳区太阳宫城管执法队
——
整理 / 田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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