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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国资停车位上收费的车辆被砸被盗，车主是该自认倒霉，还是可以要求收费车位管理者承担责
任？近日，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了一起国资停车位上宝马车玻璃被砸，小偷盗走了尾箱里的香烟
和茶叶的案件。法院判决：停车位的管理者承担车主车辆损坏的赔偿责任。但车里的物品被盗，因车主
不能举证，没得到法院的支持。

宝马停在国资车位玻璃被砸
空。随即，王某向派出所报警，并就玻璃被砸、物品被
盗一事，找到昆明市国资公司要求其赔偿损失，但一
直没得到处理结果。
无奈之下，王某将昆明市国资公司起诉到昆明铁
路运输法院，要求对方赔偿他的车辆后挡风玻璃维修
费 8878 元，
以及车内被盗烟酒茶的损失 6 万余元。

判国资公司赔偿玻璃被砸损失
昆明铁路运输法院认为，昆明市国资公司是昆明
市中心城区路内临时停车泊位的运营管理人，
对案涉停
车泊位负有运营管理的责任。王某向昆明市国资公司
的工作人员缴纳 35 元停车费用后，
把宝马车停放在该
停车泊位上，
昆明市国资公司即负有现场管理和保障车
辆安全的义务，
王某与昆明市国资公司事实上形成了有
偿的车辆保管合同关系。昆明市国资公司未尽到相应
的车辆保管义务，
致使车辆后挡风玻璃被损坏，
应承担
车辆损坏的赔偿责任，
因此对王某提出的由昆明市国资
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用887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同时，昆明铁路运输法院认为，王某未能证明自
己在停车时，告知了昆明市国资公司车内存放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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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及价值，也未将车内物品实际交付给昆明市国资
公司保管，车内临时存放的物品与车辆不属于一个整
体，不具有不可分性，本案车辆保管合同关系的标的
物是车辆，并不包括车内临时存放的物品。因此，对
王某提出的由昆明市国资公司赔偿其车内被盗的烟
酒茶损失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于是，昆明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昆明
市国资公司赔偿王某玻璃被砸的损失 8878 元，驳回
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昆明市国资公司不服，向昆明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理后，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泊车收费视为双方完成车辆交付

审理本案的法官说，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停车
场管理方与车主之间是否形成保管合同关系的标准
主要有两个：一是双方是否有车辆保管的合意？二是
车主是否向管理方交付车辆？本案中，王某将车辆停
放在泊位后，即向昆明市国资公司工作人员缴纳了车
辆停放至次日的费用 35 元，工作人员已经明确知悉，
并同意王某将车辆停放在该车位过夜，双方意思表示
一致。同时，昆明市政府《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必须“配备专职人员现场管
理，
负责车辆有序行驶、
停放和车辆安全”。
因此，昆明市国资公司对于该路段临时泊位内停
放的车辆具备一定的“控制”能力，应当视为双方完成
了车辆的交付。

即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典》合同编有
关规定中已经明确：
“寄存人到保管人处从事购物、
就
餐、住宿等活动，将物品存放在指定场所的，视为保
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依照此规定，法院今后在处理上述经营场所停车纠纷
时，在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均应认定双方之间形成
保管合同关系。对于类似本案的路内临时泊位产生
的停车纠纷，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考虑到昆明
市国资公司对这类停车泊位实行统一的运营管理，且
停车费计算标准明显高于其他经营性质的停车场。
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保管合同关系，既能促进昆
明市国资公司管理职责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也能令昆
明市国资公司与车主之间的权利义务趋于平衡。
本报记者 柏立诚 通讯员 王佳

新疆伊犁初乳配方驼乳粉 买1箱送1箱

全国热销，
百万中老年人群喜爱的产品

《维吾尔常用药材》记载：
“ 驼乳，性味甘
醇、无黏胶感、属微辛，大补益气，补五脏七
损，
强壮筋骨，
填精髓，
耐饥饿。
”

驼初乳 营养丰富 容易吸收
骆驼长期生活在大漠边缘零污染环境
中，处于散养状态；骆驼的食物主要是生长在
沙漠边缘的盐生草、沙拐枣、骆绒黎、盐生假
木贼、沙蒿等无污染植物，这些食物根系都可
入药。可以说骆驼“喝的是泉水、吃的是中草
药”食物链顶端，驼奶被称为“沙漠软黄金”。
所以驼奶的营养更丰富，其维生素 C、铁、类
胰岛素因子的含量都远胜于普通牛羊奶，另
驼奶含钙量高、骆驼奶高钙，饱和脂肪酸低，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不含过敏源，
骆驼奶（驼乳）特指双驼峰分泌的乳汁，而且
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

汁。驼初乳营养丰富，易吸收，是中老年人的
养生佳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长期
喝。为此，厂家在全国举办买 1 箱送同品 1 箱
大型限量优惠活动，每人限购 2 箱。数量有
限，
售完即止！

活动详情：
1、新疆伊犁初乳配方驼乳粉买 1 箱免费
送同品 1 箱，每人限购 2 箱，不得重复购买，数
量有限，
售完为止。
2、本次活动的产品都是近期生产。凡买
到的顾客，长年可以享受厂家优惠。活动仅
限今、明、后 3 天。
新疆伊犁佳和乳业有限公司 sc10565402400230 广告

全国统一
订购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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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110

万元

宝马停国资车位被砸
法院判国资公司赔钱

2020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王某把自己的一辆宝马
车停在滇池路南亚风情第壹城星河路临时停车泊位
上，并向管理该泊位的昆明市国资公司工作人员缴纳
了车辆过夜停放的费用 35 元。
第二天清晨，王某到路上开车，发现自己的爱车
后挡风玻璃被砸碎，存放在车内的烟酒茶被盗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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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打水漂”打官司要回来
普某把 110 万元投进朋友的公司，结果亏得血本无归，普
某将对方告上法庭。近日，昆明中院作出裁定：对方退还普某
110 万元投资款。
2017 年 6 月，普某和昆明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
约定普某向该公司提供 110 万元资金作为投资，双方合作生
产组装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双方约定，每生产
一辆电动车由普某提取 76 元，每 3 个月分配一次。若在合作
期间电动车项目年产量低于 6000 辆，普某可以解除合作协议
并撤出全部投资和投资权益。
普某交付资金 110 万元后，该公司电动车仅仅生产了数
十辆。2017 年 8 月，普某发现自己的投资款被挪用 73197
元。不但如此，该公司的现金日记账账面余额居然为-2466
元。之后该公司停止生产，工人工资无法支付，普某的投资计
划“打了水漂”，于是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
《投资合作协议》，让该公司退还其 110 万元。
晋宁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双方通过协议诸多条款的安
排，与公司发生一定关联，但其目的并不是指向公司。协议约
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不等同于该公司原始股的出让，原告
普某拥有所投资金的全部所有权及由所投资金认购或购买的
所有生产资料、成品。且在投资合作期间，由生产经营造成的
亏损，应由该公司自行承担。故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
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在一些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
关系中，借贷双方自有其特殊的利益需求与目的。本案中，既
然原、被告共同选择通过《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义
务，那么在合同自由原则下，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
应为有效。
于是，晋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原告普某与被告某公
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
由某公司返还普某 110 万元。
宣判后，该公司出现了，并上诉到昆明中院。昆明中院二
审时，该公司却不出庭，
昆明中院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
本报记者 柏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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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昆明 8 家企业 环境违法被罚款
21 日，记者从昆明生态环境局官网获悉，昆明市 8 家企业
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被处罚，
共计被罚 68.98 万元。
1. 昆明滇池投资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管理的
昆明市第十一水质净化厂项目，
在未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工作前，
于 2018 年 8 月正式投入运行。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该公司 10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2. 云南精工制版有限公司凹版滚筒项目危险废物暂存间里
的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
存在混堆混放的情况。责令该公司
严格按危险废物相关法律法规，
立即分类存放危险废物，
设立标
识，
及时妥善清运处置超期存放的危险废物，
处 1 万元罚款。
3. 云南通控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箱式变电站外壳项目
搬迁新建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就投入
生产。对该公司“未批先建”行为处投资金额 28 万元的 3.5%
的罚款 0.98 万元；对“未验先投”行为处 10 万元罚款，并责令
停建，3 个月内完成项目环评及环保竣工验收手续。
4. 昆明仙织塑业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
临时贮存点，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露天贮存于公司印刷车间
对面和印刷车间外角落，部分危险废物造成扬散、流失。处罚
款 3 万元，责令改正。
5. 云南金桂园金属门窗制造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安装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喷漆工人未在密闭空间进行喷漆作业，有少量
气味挥发在空气中，
违反大气污染防治制度，
处 8 万元罚款。
6. 晋宁晋城康磊洗砂厂存在物料堆放和生产过程未采取
防尘抑尘措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违反大气污染防治制度。处 8
万元罚款，责令限期 1 个月内立即对露天未覆盖的原料进行覆
盖，
采取措施防治大气污染。
7. 昆明赞明照明设备有限公司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制度，在未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下即投入生产。责
令于 11 月 25 日前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并处 10
万元罚款。
8. 昆明金碧泰发鼓风机制造有限公司喷漆工人未在密闭
空间进行喷漆作业，导致有机废气挥发在空气中。处 8 万元罚
款，
要求立即改正，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大气污染。
本报记者 杨质高 实习生 高怡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