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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停车管理员卷车主年费跑路
车主：公司还让再交两个月租金 停车管理公司：如追回损失会退钱
市民朱先生反映， 去年 11 月以 3000 元年费价格租下宣武门东大街路旁的一个
停车位，没想到月底停车管理员失联，更没想到如今管理员所属的宣联停车公司称，前
停车管理员携租金跑路，要求车主重新缴费。 停车管理公司负责人宗先生昨日回应，车
主需先交两个月租金保留车位，如公司追回损失会及时退钱。 据了解，受害车主已超过
30 名，目前车主和停车管理公司均已经报案。

年费刚交完 管理员失联

昨天下午，北京晨报记者来到位于
宣武门东大街路旁，此时几名车主正在
和停车管理员交涉。“我是住附近住户，
已经在这里停车有五六年了。”车主朱
先生向记者介绍，每年 11月 1日，他会
把一年的停车费 3000元钱交给之前的
停车管理员。“那人四十来岁，在这里干
了至少六七年，平时人也很老实。不过
去年我交完钱没几天，就发现开车的时
要求再交款 车主全抱怨

让众车主不能接受的是，因为停车管
理员失联，他们被要求再次交费。“现在新
来的停车管理员让我们先再交两个月车
费，登记车牌号，否则就按照临时停车收
费。为什么停车管理员跑路了要车主承担
损失？”车主王先生去年 10月刚刚交纳
了年费，他还算了这样一笔账，“之前一年
3000元，现在每个月要 360元，合着每年
4320元，还涨钱了。”
被车主团团包围，新来的停车管理

候看不到那管理员的人影了。”他告诉
记者，包年车主基本上都是附近住户，
白天不会停在车位上，只在晚上和限号
日停车。
“一开始我以为他家里有事暂时走一
段，直到上周接到民警电话，让去派出所
做笔录，我才知道他拿着我们很多车主的
年租费跑路了。”朱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
用手机给管理员的转账记录。
员也很委屈，“我刚刚过来，之前的事情
根本不清楚”，目前已知受骗车主已有三
十人左右，他已将情况反映给公司。北京
宣联停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宗
先生则证实，该地停车管理员的确不见
了，也没有及时上缴年费，“我们已经给
车主垫了两个月车费，实在承受不起
了。”负责人称已经报警，“警方找到人
后，我们会把钱退给车主。”目前，警方已
经介入调查。

律师有提醒 多收不合理

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立
宏表示，停车管理公司不应再次向车主加
收停车费，而是应该向前停车管理员追责
并索要赔偿。“停车管理员在收取停车费
时是在执行职务行为，如果最后确定是携
款潜逃则属于职务侵占，属于犯罪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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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由停车管理公司报警对其追责，而不
是把损失强加在消费者身上。”对于消费
者，吴律师建议，采取法律诉讼起诉停车
管理公司，捍卫合法权益。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张静雅
线索：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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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已报警 警方已介入调查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记者 张静

朝阳区电子城小区上周陆续有
居民豢养的宠物犬死亡，物业统计
达 30只，宠物医院检查后判定为
中毒所致。“刚刚遛弯回家就开始
吐，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就断了气，
我们怀疑是有人投毒！”一居民指
出。记者昨日了解到，目前警方介
入调查。
宋女士向北京晨报记者介绍，
从上周开始，朝阳区电子城小区就
有宠物犬陆续中毒身亡的情况。“上
周三，我家的泰迪也没躲过去。下
午五点多，我出门遛狗，一切都很
正常，但回到家后，狗突然就倒地
上了，开始抽搐，然后大小便失禁。
也就过了五六分钟，我们根本来不
及带它去医院，狗就断气了。”宋女
士说，家中泰迪定期到医院美容而
且检查身体，十分健康，突然去世，
让她难以接受。“我带着狗的尸体
去宠物医院做检查，医生说狗是中
毒了。”
雅）

另一住户杨先生讲述，他家宠
物犬也是在上周死去的，“事发过程
很快，它吐了之后很快大小便失禁，
然后就死了，也就五六分钟的事。之
前我也刚刚从外面遛完回家。”他告
诉记者，此前小区内从未出现类似
情况，事后大家聊起这事时发现，所
有死亡的狗之前都曾在小区花园停
留过，回家便出现相同症状，“我们
怀疑是有人把带有毒性的食物放在
草丛中，狗误食后就中毒了。这如果
是真的，那如果毒物被人误食或者
接触，也危险啊。”
记者就此询问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确认小区内确有宠物犬中毒去
世的情况，小区内没有流浪犬，被毒
死的都是自家养的宠物犬，据他们
统计大概有三十多只，而且物业也
提醒住户不要带着狗到草丛中去。
工作人员称，事发后已经报警，警方
到达现场勘察时找到了疑似有毒物
质，“看着像是老鼠药”。目前，案件
仍在进行一步调查中。

官员妻子吃空饷
受贿 96 万元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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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银行北京分行稳健型理财产品
特别版理财产品发售（1 月 15 日 8:30-1 月 16 日 15:00）
期限
购买起点
预期年化收益率
182 天
5万
5.45%
稳健型理财产品发售（1 月 9 日 8:30-1 月 16 日 15:00）
期限
购买起点
预期年化收益率
365 天
50 万
5.5%
365 天
5万
5.4%
91 天
5万
5.0%
63 天
5万
4.95%
42 天
5万
4.9%
欲购从速，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服务电话：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中关村支行：62418618
华威桥支行：87320018

一周三十多条宠物狗中毒身亡

国 贸 支 行 ： 58692708
阜成门支行：68039098

亚运村支行：84100156
京广桥支行：57755005

北京晨报讯（记者 颜斐）丈夫
利用职务便利为公司谋取利益，妻
子则挂名公司，通过“吃空饷”的方
式收受好处费。北京晨报记者近日
获悉，原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
中心巡视员王赣江的妻子翟某，因
受贿 96万元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审
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
金 20万元。
王赣江于 2008年 9月任华北
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副主任，2012年
12月任该中心巡视员，2015年 11
月 28日退休。2016年 11月 25日，
翟某在丈夫接受组织调查三个月
后，主动投案并退缴全部赃款。
经查，翟某于 2012年至 2016
年间，明知王赣江利用担任环保部
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副主任、巡
视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浙江某公
司、云南某公司等单位谋取利益，仍
经王赣江同意后，采取直接收受、报
销旅游费用、“挂名”领取薪酬等方
式，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
96万余元。
云南某公司董事长魏某称，
2011年，其成立北京某公司，王赣
江提出让妻子翟某到北京某公司
做点事。考虑到王赣江当时是环
保部的领导，分管华北地区的环
保督查工作，其非常希望得到对
方的关照就答应了。魏某和王赣

江夫 妇 商 量 好 ， 每 月 付 给 翟 某
6000元作为工资。此后，翟某以
财务主管的名义，在没有实际工
作的情况下，获取薪酬共计 15.6
万元。
浙江某公司经王赣江打招呼，
顺利中标某热电厂的脱硫脱硝项
目。此后，公司总经理程某提出翟某
给公司当顾问，每月 6000元薪酬。
后翟某以劳务费形式共收受 22.8
万元。同样，因王赣江曾介绍认识
地方环保部门的领导给敖某，翟某
在该公司每月领着 8000元的工
资，但并无实际工作，也不常去上
班。敖某公司还以顾问费的名义送
给王赣江夫妇共计 12万元。2016
年 8月，翟某以王赣江被调查为
由，将这笔钱退还。
此外，王赣江夫妇还找程某公
司报销旅游费 4.6万余元。当翟某提
出要在海南买房，程某主动“借款”
20万元。
法院认为，翟某明知其夫王赣
江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仍伙同王赣江以“挂名”领取薪酬等
方式收受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
受贿罪，且数额巨大。鉴于翟某有自
首情节且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赃款已全部扣押等，法
院以受贿罪判处翟某有期徒刑一
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