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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彭慧 曾晶晶）“感
谢法官， 我们公司第一期的设计费已经
到账了！ ”4 月 25 日上午，长沙市望城区
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周红宇接到上海某
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这是一起因项目设计费引发的建设
工程设计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是上海一
家建筑设计公司， 被告是望城区一家房
地产公司， 原告承接了被告公司某项目
的方案设计， 但双方对设计图纸完成情
况及进展时间有异议， 导致对设计服务
费用的支付未达成一致， 于是起诉至法

院。 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
支付剩余设计费 65 万元。

第一次开庭时， 被告当庭向法院提
起反诉，要求解除设计合同，不支付合同
项下未支付设计费的同时还需被告返还
已超额支付的 9 万余元设计费， 并按日
千分之二的标准支付 20 余万元违约金。
因被告当庭提出反诉，庭审中断。

考虑原告身在上海， 来长沙开庭的
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都比较高 ，秉持 “为
群众办实事 ”的理念，在后续诉讼环节 ，
法官提出通过云上法庭组织调解。 约好

时间后，在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内，法官与
当事人通过网络开展第二次庭上调解 。
在法官主持下， 双方对经法院审查的调
解协议均表示认可，当庭签订调解协议。
被告律师当场按照调解协议约定向原告
支付第一期 30 万元设计费。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望
城区法院始终秉持为群众办实事理念 ，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动力公正办案。 截至
日前， 法院已运用云上法庭开庭 82 次，
线上调解 674 件，调解成功案件 197 件。

4 月中旬，杨丰带着审判团队成员前往湖北省随州
市，到采砂场及现有砂石的堆放场地现场勘察，走访当
地群众调查了解，寻找案件突破口。

调查结束后，杨丰又立马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设备归
还问题进行沟通。 老杨当场认可了设备、砂石归属对方
的事实，也说明了扣留设备的理由，“这些大型设备的存
放，都是租借别人的场地 ,其中部分还专门聘请人员进
行看管。 ”

晚上 10 点多钟，双方就费用处理等无法协商一致。
看着疲劳的同事， 杨丰决定当晚先休息。 临近 12时，老
何、老曹思忖商量过后，给杨丰打来电话，称为了能够顺利拿
回设备，他们愿意让步，“还请杨法官居中帮忙再组织调解”。

次日上午，杨丰再次约双方做工作。 见到对方有所
松动，老杨又提出不只单独谈设备，“要把砂石、违约金
等涉及诉讼的问题一揽子都协调”。 但双方调解意向差
距太大，进展甚微。

最终，杨丰提出：“让诉讼的归诉讼，由法院来依事
实和法律裁决；让诉讼外的回到调解渠道。”重启设备问
题的调解后，他几番背靠背做工作，终于促成双方各让
一步，达成调解：双方各自承担部分费用，老杨为老何、
老曹处置相关设备提供方便。

协议签订后的第 10 天，杨丰接到老何、老曹打来的
电话，告知所有设备已经就地处置，“多亏了法院和法官
出面，这批设备难题终于解决了”。

岳阳中院：

巧解百万设备“回家”难题

杨丰在砂石堆放场所调查。

本报讯 （通讯员 曾镜
羽）4 月 27 日下午， 临湘市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
起拒不执行判决罪案件。 邓
某因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被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2016 年 6 月 ，邓某因经
营需要与农商行签订了一份
《个人借款合同》， 借款到期
后，邓某未依照约定还款。农
商行遂将邓某诉至临湘法
院 。 2019 年 2 月 ，临湘法院
判决邓某支付农商行本息共
计 20 余万元。

因邓某在期限内未履行
判决义务，农商行于 2019 年
5 月向临湘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后又因邓某拒绝申报财
产，法院于 2019 年 8 月对其
作出罚款 2000 元的决定。经
采取罚款措施后， 邓某仍未
申报财产， 亦未履行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 。 2019 年 11
月， 法院通过强制执行扣划
邓某名下的银行存款 23840
元支付给农商行。 执行干警
调查发现，为逃避执行，邓某离开临
湘在成都经营一家酒坊有稳定收
入，且名下还有一台小车。 此后，临
湘农村商业银行提出自诉。

2020 年 9 月 2 日，邓某因涉嫌
犯拒不执行判决罪被法院决定执行
逮捕 。 迫于压力 ，2021 年 3 月 10
日， 邓某主动还款 6 万元。 3 月 30
日，邓某被成都市某派出所抓获。到
案后， 邓某家属向农商行支付剩余
本息 177036 元 ， 执行义务履行完
毕，农商行对其予以谅解。

另外查明，同月，邓某还履行了
另一起民事借贷纠纷案的还款义
务。 邓某于 2011 年 12 月向朋友王
某借款 7 万余元后一直未归还，王
某将其诉至法庭。临湘法院判决后，
邓某仍未还款。今年 3 月 2 日，法院
进行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邓某支
付王某 10 万元，王某自愿放弃剩余
本息，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法院认为，被告人邓某“有能力
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其行
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 综合考
虑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 有悔罪表
现等因素，可以对其宣告缓刑，责令
其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管理和教
育。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李艳

采砂场停业后，合作伙伴擅自处置了砂石，还将设备扣押了。日前，老何、老曹将昔日的合作伙伴
老杨告上法庭。 为尽早处理好双方的诉争问题，近日，岳阳中院办案法官杨丰带队前往设备所在地，
现场调查并组织双方协调，经过几轮的努力，最终促成案结事了。

本报讯 （通讯员 傅卓
明） 为深入推进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践行“为民办实
事”司法实践活动 ，近日，湘
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员额法
官葛嘉参加运河社区主题党
日活动，进行《民法典》宣传。

活动现场， 葛嘉结合真
实案例， 围绕社区居民关注
的热点问题和亮点法条 ，对
《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继承、
侵权责任、 物权等多个篇章
进行了深入解读， 告诉居民
们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授课结
束后，法官还向社区居民发放了由
岳塘法院自主编印的 《民法典》普
法手册 200 余份。

2015 年底，老何、老曹作为乙方，与甲方老杨签订了
一份为期 3 年的砂石开采合同。 双方约定，由老杨提供采
砂许可证及场地，老何、老曹负责购买采运机械设备和聘
用工人，双方合伙采砂。

2017 年年底，老杨的采砂许可证到期，恰逢国家出台
政策禁止长江流域采砂作业， 老杨一直无法申领到新的
许可证。 次年 5 月，采砂场停业，老何、老曹便先撤离了人
员，一应设备和开采砂石留在了沙场。

此后，由于河道沿岸沙场整治，当地政府通知老杨搬
移设备及砂石，老杨在未告知老何 、老曹的情况下，先自
行对砂石和设备进行了相应处理。 老何、 老曹前往查看
后，认为老杨处置了砂石，应当分配收入；老杨则坚称自
己只是将砂石和设备搬移至他处存放，并未实际处置，不
存在分配收入一说。 双方由此产生矛盾，老何、老曹多次
前往想取回设备，均受到阻拦，二人便以老杨违约为由提
起诉讼，要求老杨赔偿擅自处置砂石的损失、承担违约金
等共计 180 余万元。

庭审结束后， 老何跟老曹焦急地找到承办法官杨丰
说：“杨法官，我们急得不行。 官司怎么判是其次，主要是
对方至今还扣押着我们几百万元的设备。 拖了这些年，设
备如果还不回来，只怕会成为一堆废铁了。 ”“如果仅就双
方诉争问题简单裁判，这批设备必然又会引发新的争议，
甚至直接影响后段的执行。 ”耐心分析案情后，杨丰决定
尝试一揽子解决问题。

合伙破裂引发系列纠纷

诉讼 +调解，问题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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