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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车位狭窄 车停好人却出不来

一段由业主委托人拍摄的视频

显示，业主陈女士驾车试图车头朝

里开进停车位，可哪怕她是有几十

年驾龄的“老驾驶人”，也都无可奈

何。“不占用隔壁车位的话，车根本

停不进去，真的没办法正面开进

去。”陈女士说。

既然不能车头朝里停车，那倒

车入库总可以吧？陈女士把车退了

出来，试着倒车，想把车尾甩进车

位。“小心点儿，再小心点儿，这边要

擦到了。光是看着车主倒车进这个

车位，都替她捏了把汗。”陈女士的

委托人说。

好 不 容 易 停 好 车 ，问 题 又 来

了。两边的车门都没法打开，这让

驾驶人怎么下车？莫非是隔壁车位

的车占用了自家停车位？可仔细一

看，人家好好地停在黄线内。这就

让陈女士和家人欲哭无泪了，难道

停好车只能从天窗爬出来吗？好好

的车位怎么就设计成了这样？

陈 女 士 的 委 托 人 告 诉 记 者 ，

2014 年，陈女士在这个小区购买了

一套商品房，当年 5月，她又与开发

商达成车位购买意向，交付了定金，

并于 2014年 8月与开发商签订车位

购销合同。

“23.5 万元的车位款陈女士是

一次性付清的，可让她没有想到的

是，2015年 8月车位交付时，和她想

象中的相差甚远。因为车位购销合

同是一个预售合同，合同中只能看

到图纸，完全没法想象车位的实际

状况这么糟糕。”陈女士的委托人

说。

【调解】
开发商同意更换车位

2015 年小区交房时，陈女士和

家人就发现车位有问题，于是便拒

绝接收车位。来来去去拖了 5年多

时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

“差不多沟通了 10 余次，但开

发商一直在推诿，或是拖延时间，到

现在都没有结果。”陈女士的委托人

介绍，这 5年时间里，陈女士一家人

多次找到开发商，可诉求始终得不

到解决。

由于陈女士拒绝接收车位，开

发商便协调了停车场内的另外一个

车位给陈女士使用，但却始终没有

办理车位产权。虽然这些年陈女士

停车并没有另外产生费用，可开发

商曾承诺给陈女士更换另外一个车

位，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最后一次和开发商谈判时，陈

女士要求解除合同，退回当时她付

的车位款，但是开发商并不同意。

一气之下，陈女士委托律师准备到

法院起诉开发商。

当一行人前去测量车位时，陈

女士的委托人果然发现了问题。陈

女士签订合同购买车位时，规划图

纸上仅显示了车位的长度、宽度和

面积，经测量，这些与实际交付的车

位并无偏差。但问题是，合同中并

未标明车位与墙体及车辆之间的间

距。对比《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和测

量的数据，委托人发现陈女士所购

车位显然是不符合《车库建筑设计

规范》的。

“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

经发文，批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为行业标准，自 2015年 12月 1日起

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与

墙、护栏及其他构筑物间净距，纵向

为 0.5 米，横向为 0.6 米。而机动车

与机动车之间的横向净距应为 0.6
米。”陈女士的委托人说，“经实地测

量，该车位上，车和墙面的距离只有

0.37米，车跟车的距离只有 0.3米。”

经过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调

解，3月 18日，陈女士终于和开发商

达成协议，解除 2014 年 8 月签订的

车位购销合同，被告云南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在限期内将符合停车

要求的车位网签备案登记到陈女士

名下。

【释法】
强制性国家标准有法律效力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俊

福认为，车位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其质量按照使用价值实现所必备的

条件可以进行规定，也就是说，车位

要在符合行业标准的同时，还必须

满足最基本的停车需求，以实现车

位买卖合同的目的。

在实践中，大部分住宅区的车

位是小型车位，强制性国家标准《车

库建筑设计规范》中明确规定，小型

车车位的宽度不少于 1.8米，车与车

之间的横向净距离不少于 0.6米，纵

向净距离不少于 1.2米，车与柱之间

的横向净距离不少于 0.3 米，车与

墙、护栏及其他构筑物之间的净距

离纵向不少于 0.5 米，横向不少于

0.6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

14 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第 23 条规定，从事科研、生产、

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

强制性标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

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由此

可见，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汽车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具有法律效力，

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和执行。

李俊福表示，业主在购买车位、

签订合同时，规划图纸往往只会显

示车位的长度、宽度和面积，一般不

会标明车位与墙体及车辆之间的间

距。所以，在交付车位后，业主可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测量，确定车位是

否符合设计规范。开发商在设计车

位时，除了应该严格按照《车库建筑

设计规范》所规定的标准来建设，同

时还要考虑到业主的实际需要。

据《云南法制报》

开启车门撞上骑车人

2018 年 3 月 29 日 23 时许，一

辆出租车临时停靠在长沙市芙蓉

区五一大道某广场门前，正当乘

客郑某某开启车右后门之际，一

辆疾驰的电动车刚好撞上车门，

电动车主任某随之倒在血泊之

中。事发后，郑某某喊来朋友，将

受伤的任某送到附近医院。但任

某在医院治疗数日后，最终还是

抢救无效死亡。

交警部门鉴定，在此次事故

当中，出租车司机夏某承担主要

责任，乘客郑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死者任某不承担责任。因将车辆

停在路中，造成任某死亡，出租车

司机夏某因交通肇事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1年，缓刑 1年。肇

事出租车的所有人为长沙市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曾在某保险公司

购买了交强险和限额为 100 万元

的商业三者险。后经协商，长沙

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和司机夏某

向死者家属先行赔偿了 68万元。

赔付完毕后，长沙市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认为，是乘客郑某某

下车时，没有注意到后方的安全

隐患，才导致事故发生，理应要作

出相应的赔偿。遂将女乘客和出

租车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了长

沙芙蓉区人民法院，追偿其先行

赔偿的 68 万元，并要求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理赔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

乘客承担事故损失20%

芙蓉区法院一审认为，超出

保险公司交强险责任限额赔偿之

外的损失，应由出租车公司和郑

某某按事故责任大小分别予以赔

偿。夏某违规停车的行为对交通

事故的发生具有较大过错，负主

要责任；乘客郑某某未尽谨慎安

全义务负次要责任。法院酌情确

定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出租车公司承担 80%的责任，郑

某某承担 20%的责任。

据此，芙蓉区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判令郑某某支付出租车公

司 11.2万元。对此，郑某某不服，

上诉至长沙中院。长沙中院经审

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最终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办案法官表示，本案中，如果

出租车司机依照“按顺行方向停

靠，车身右侧距道路边缘不得超

过三十厘米”的交通法规来停车，

完全可避免悲剧的发生。同时，

在交通法规中有“开关车门不得

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规

定，乘客正是违反了这一规定，如

果她下车前能观察下车后情况，

那这起事故也是能避免的。

本案中，交警认定郑某某承

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为何出租

车司机判刑，而郑某某却只是民

事赔偿？

对此，湖南某律师事务所钟

律师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

成犯罪，一个重要的要件是犯罪

的主观方面。本案中，出租车司

机作为专业驾驶人严重违规停车

致使事故发生，明显属于重大过

失，因而具有刑事谴责性。相比

较而言，乘客郑某某未尽安全注

意义务打开车门的行为属轻微过

失，并不具有刑事谴责性，但其民

事责任是逃不掉的。

据《法制时报》

23万买车位 下车只能跳天窗
律师：车位设计需符合规范

几年前，陈女士在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某小区购买了一个产权车位，花了23万余元。可

到了交房的时候她却发现，这个车位可有点“不一般”。

乘客开车门撞上电动车 骑车人受伤不治身亡
出租车司机获刑 乘客承担事故损失20%

湖南长沙一女乘客在下出租车时，刚打开车门，一辆电动车就撞了上去。电动车主受伤

不治身亡。出租车司机被判刑，一审法院判女乘客也得承担 11.2 万元的赔偿责任。近日，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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