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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400多位老人的归宿

本报记者田浩本报通讯员乔学慧谭静琦

一笔未结装修款笔迹鉴定起争议
南京法官妥善化解装修合同纠纷

■最新审判■

安徽终审宣判一起涉台重大电信诈骗案

33名被告人领刑 122万元赃款将返还台湾受害人

兄弟积怨上法庭 法官调解化干戈

侵权者被判赔偿 百度无辜可免责

本报讯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近日
妥善调解一起析产案， 原告当庭撤诉， 案结事了。

原告李莫要求被告李金依法分割共同财产价值
3

万
元，

2011

年
5

月初因被告与原告分家， 被告只给原告
1650

元口粮钱， 拒绝分给原告其他财产， 经乡、 村调解
员多次给被告做工作， 但被告还是拒绝分给原告任何财
产。

法院受理后， 原告与被告在开庭审理时还发生激烈的
争吵， 两兄弟互不相让， 看不出有丝毫的兄弟情谊， 使得
庭审无法进行， 主审法官当庭对原、 被告进行了严肃的批
评和教育， 从情、 理、 法的角度考虑到用调解的方式化解
兄弟之间的矛盾， 这样不会伤害兄弟之间的感情， 更会实
现案结事了的目标。 通过办案人员反复做工作， 兄弟二人
最终达成共识， 被告给付原告

10000

元， 双方握手言和，

并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原告遂当庭向法院提
出撤诉。 （王文敏）

本报杭州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孟焕良通讯员
赵欣） 若百度推广系统客户设置他人注册商标作为关键
词， 导致网络用户搜索该关键词时造成混淆， 此行为是否
构成侵权？ 百度公司作为网络服务供应商是否应承担法律
责任？ 今天，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案件
进行宣判， 判决被告杭州盟控仪表技术有限公司赔偿原告
杭州盘古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各项损失

5

万元； 驳回原告
对百度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盘古公司发现在百度搜索框中输入“盘古记录
仪”、 “盘古无纸记录仪”、 “杭州盘古生产的记录仪” 等
关键词， 出现的搜索结果页面置顶第一条标题均为“盘古
记录仪专业生产厂家， 杭州盟控仪表

www.mkong.com.cn

”，

点击后即进入“盟控仪表” 的页面。 盘古公司遂将盟控公
司和百度公司一起告上法庭。

被告盟控公司辩称， 盘古公司的注册商标是一个以图
形为主、 字母和汉字为辅的组合商标。 汉字“盘古” 不是
其注册商标。 盘古公司所诉盟控公司侵权行为， 也不符合
商标法侵权行为的任一构成。 且盟控公司在“侵权行为”

主观方面没有侵权故意， 客观方面没有侵权行为。 在“百
度” 的操作过程中， 盟控公司没有任何过错。 至于出现在
“百度” 上引发本案的句子， 是因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
一次意外事件。 在盘古公司起诉后， 盟控公司已对关键词
作了下线处理， 百度公司也已经断开了相关链接， 不应承
担侵权责任。

被告百度公司认为， 百度推广服务是百度基于搜索引
擎技术推出的一种按效果付费的网络推广服务方式， 是信
息检索技术服务， 百度公司已要求推广客户所提交的关键
词等不得含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内容。 并且在收到本案
诉状后， 也第一时间断开了“盘古” 与盟控公司的链接。

所以百度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庭审中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盟控公司在百度推广服务
中设置“盘古记录仪” 作为关键词的行为是否侵犯了盘古
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以及百度公司是否承担侵权责
任。

法官说法： 就盟控公司在百度推广服务中设置“盘古
记录仪” 作为关键词是否构成侵权问题， 主审法官叶伟认
为， 盘古公司系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

该商标虽系文字、 字母、 图形的组合商标， 但“盘
古” 无疑系该组合商标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构成区别于其
他标识的最显著特征， “盘古” 已构成 商标的近似商
标。 盟控公司作为与盘古公司的同行竞争者， 故意将与注
册商标 近似的“盘古记录仪” 选定为百度网站的竞价
排名关键词， 导致在百度网站上以“盘古记录仪” 等为关
键词进行搜索所得排名首位的搜索结果“盘古记录仪专业
生产厂家， 杭州盟控仪表

www.mkong.com.cn

” 指向盟控
公司网站的链接， 使网络用户误入盟控公司网站， 从而吸
引网络用户对其公司网站的注意力， 误导公众对盘古记录
仪与盟控仪表是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产生混淆。 此行为已
构成侵权，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就百度公司作为有偿提供网络推广服务的网络服务商
是否应就此承担责任问题， 法官认为， 从百度推广服务的
操作模式看， 创意标题、 关键词的选择均由客户即盟控公
司实施； 且 商标的知名度还不足以导致百度公司在合
理谨慎的情况下知道或应当知道盟控公司设置的关键词因
与盘古公司的商标近似而涉嫌侵权； 而百度公司与客户签
订的网上协议中明确要求对方设置的关键词不能侵犯他人
相关权利， 而且在起诉前百度公司也没有收到盘古公司的
通知或投诉。 在盘古公司起诉后， 百度公司已经断开了相
关链接。 因此， 百度公司主观上没有过错， 不构成侵权，

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本报讯
(

记者张先明
)

安徽
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对一起涉及两
岸的重大电信诈骗案作出二审判
决。

3

名主犯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十
五年、 十二年和十年， 并处罚金人
民币

50

万元、

30

万元和
20

万元；

其他
30

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刑期
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数额不等的
罚金。

被告人台湾居民吴嘉伦、 邱翰志

和大陆居民李焰炉三人于
2010

年
初在安徽省安庆市成立专门实施诈
骗活动的公司， 先后招募

15

名台
湾居民和

15

名大陆居民加入， 办
理了

45

部固定电话去电不显示业
务， 冒充台湾地区法官、 警察、 医
护人员， 以台湾居民健保卡被冒用
为名骗取台湾居民财产， 前后

70

余天时间里， 共向台湾居民拨打电
话

83568

次， 诈骗既遂
13

次， 骗

得新台币
1060

万元（折合人民币
220

万余元）。 案发后， 大陆司法机
关依法追缴涉案赃款人民币

122

万余
元。

该案犯罪集团人数众多，

33

名
被告人中有台湾居民

17

人， 而被害
人均为台湾居民， 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 情节特别严重。

经法院两审终审， 该犯罪集团
首要分子吴嘉伦、 邱翰志、 李焰炉

因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 十二年和十年， 分别并处罚金
人民币

50

万元、

30

万元、

20

万元；

其他
29

名被告人因诈骗罪、

1

名被
告人因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
被判处八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人民币
10

万元至
5000

元不等
的罚金， 对部分积极退赃、 揭露共
同犯罪、 有悔罪表现的， 依法判处
缓刑。

此案的成功破获和依法审判， 彰
显了大陆方面对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犯
罪、 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的决心和
力度。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 大陆司法机
关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居民挽回损失，

对依法追缴的赃款， 大陆方面将根据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
协议》 有关精神， 依法尽快向被害台
湾居民发还扣押在案的赃款。

本报讯近日， 江苏省南京市浦
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笔迹鉴
定争议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 被
告不认可有关笔迹的司法鉴定意见
书， 申请做补充鉴定， 认为鉴定取样
没有反映书写人当时写字的情况。 最
终， 该案在法官的调解下结案。

原告某装潢工程队负责人张某某
与被告梁某签订了《装饰合同》， 约
定原告为被告的住房进行装饰装潢，

工程款为
25000

元。 合同签订后， 原
告依约完成了所有装潢工程， 并应被
告的要求额外进行了造价为

3000

元
的工程量。 现被告仍拖欠原告工程款
15000

元， 拒不支付。 原告将被告起
诉至法院， 诉请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工
程款。 庭审中， 被告提出， 已支付了

23000

元， 有被告装修队负责人张
某某出具的、 写在合同背面的三行
收款字条， 每一行一笔钱： “收
5000

元正张某某伍仟元正买材
料”、 “收

3000

元正张某某叁仟
正材料费

2010

年
6

月
21

日” 、

“（以粗的记号笔写成） 收
15000

元
正张某某

2010

年
6

月
25

日” 。

以上字体及签名为连笔写成。 “张
某某” 字体连笔较多。 原告方负责

人张某某提出， 前两行是其所写， 予
以认可， 第三行收

15000

元等所有的
字不是其所写， 只收了

5000

元， 总
共收了三笔计

13000

元。 后被告申请
将“（以粗签字笔书写） 收

15000

元
正张某某

2010

年
6

月
25

日” 中
的签字笔迹“张某某” 作为检材字迹
进行鉴定。 在法院要求下， 张某某持
细的

0.5mm

的签字笔， 坐在桌前，

端正地以快、 中、 慢速度各写下十个

名字， 作为试验样本。 该三十个签字
“张某某”，系一笔一画地书写，连笔很
少。 卷宗内《授权委托书》、《装饰合
同》、《谈话笔录》上的签名字迹“张某
某”为样本字迹。

经摇号， 确定了鉴定机构。 鉴定
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 认为送检
“字条” 里的“张某某” 与送检样本
字迹“张某某”， 两者在书写风貌、

书写水平、 起收笔动作、 连笔趋势等

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不是同一人
所写。

被告梁某不认可鉴定结论， 申请
补充鉴定， 认为当时张某某在写字条
时站着手里垫着东西， 以粗的记号笔
书写的， 鉴定取样没有反映张某某当
时写字的情况。

最终， 在法院的主持下， 双方不
再就鉴定问题纠缠， 达成了调解协
议， 被告梁某支付给原告某装潢工程
队

6000

元， 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
请求， 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事后， 从侧面了解到， “张某
某” 确系本人书写， 而字条上本是写
作“

5000

” 元， 后被人添加一竖， 成
为“

15000

” 元。

（应良华马亮）

李博文：本院受理原告赵明茹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北京中必达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原告赵明茹所属车牌号码为京

LE7757

本田恩迪轿车
车辆贬损评估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
出对评估报告异议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天津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市泉州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天津市宏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天津科弘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案，（

2008

）青民一初字
第

2198

、

2199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公司未能自
动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你公司所有的厂房进行了评估，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

1583

万元（不含设备基础）。 现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该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该评估
报告书有异议，可于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机构拍卖上述评估财产。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海南珠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在立案执行江西省第一

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与你公司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过程
中，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84

条的规定，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

2009

）海中法指执字第
1

号执行裁定书。 该裁定书内容为：一、

撤销本院于
2007

年
8

月
7

日作出的（

1999

）海中法执字第
177-

3

号民事裁定；二、恢复本院于
2000

年
1

月
11

日作出的（

1999

）

海中法执字第
177-2

号民事裁定，即将被执行人海南珠江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琼山市府城镇红星管区的

14043.44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及该地上的建筑物按琼价事评字（

1999

） 第
188-2

和
188-3

补充评估报告书的方法划分为
A

、

B

两部分，将其中
B

部分土地使用权及该地上建筑物以人民币
4610753

元的价值
抵偿给申请执行人江西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清偿其
全部债务；三、解除本院对被执行人海南珠江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的现登记在海南健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

于琼山市府城镇红星管区（土地证号：

2004001788

）

3757.44

平
方米

B

区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查封。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哈尔滨制药九厂：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07

）哈民
三初字第

154

号民事判决书，受理贾云龙申请执行哈尔滨制药
九厂借款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你厂用于抵押的房产。

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申请人将该案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张艳玲。

张艳玲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将债权转让给哈尔滨通合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厂送达（

2008

）哈执字第
55-2

、

3

号变
更主体执行裁定书， 限你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执行
局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志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院依据（

2001

）哈
民一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受理哈尔滨汽车工业总公司申请
执行黑龙江志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协议纠纷一案，

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依法查封
了被执行人所有的部分房产，现公告如下：一、查封被执行人黑
龙江志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座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马
端街小区锅炉房约

1000

平方米、锅炉四台、物业
1

、物业
2

、物
业

3

房产。 二、查封期间不得办理买卖、转让、变更、抵押等，违
者追究法律责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国安：本院受理王延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
王延东申请执行本院（

2010

）松商初字第
71

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松执字第
127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吴国安：本院受理魏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魏

刚申请执行本院（

2010

）松商初字第
72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松执字第
126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张海涛、岳慧杰、哈尔滨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动力支行申请执行张
海涛、岳慧杰、哈尔滨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

2008

）香民三初字第
61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宏林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姜建勇申请

执行哈尔滨宏林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纠纷（

2011

）香
民一初字第

30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姚清汉： 本院受理姚志军申请执行你合伙财产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阿执字第
1072

号执行通知
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本院已生效的（

2008

）阿民初字第
2828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杨瞿东：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双城市青岭乡延放村民委员会

与你确认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未履行，现公告向你送达本院
（

2011

）双执字第
349-3

号执行裁定书，对原双城市青岭香酿酒
厂酒业生产许可证宣布作废，由申请人延放村民委员会重新办
理。 自公告三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

黑龙江
]

双城市人民法院
孙晓明：本院受理杨晓明申请执行（

2002

）尚民初字第
2429

号民事调解书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3

日内你仍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协助杨晓明办理
尚房权证尚志镇字第

00002307

号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

黑龙江
]

尚志市人民法院
肖小菊：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蔡迎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如下文书：湖南恒永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作出湘恒永房评字（

2011

）第
09014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该股价报告载明：被执行人肖小菊名
下的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

D23

栋
105

、

106

、

119

、

120

号商铺（建筑面积
85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134.3

万元，现向
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你对湘恒永房评字（

2011

）第
09014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有异议，

可在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逾期不提出，该估价
报告生效。

[

湖南
]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黄智干：本院受理庄建兵申请执行（

2011

）长县民初字第
412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支付庄建兵借款本金
60000

元及违约金，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湖南
]

长沙县人民法院
曾国庆：本院受理沈卫军申请执行（

2011

）长县民初字第
39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支付沈卫军借款本金
340000

元，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

湖南
]

长沙县人民法院
张静蔚、方坤

:

本院受理南京市江宁区农村信用社横溪信用
社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委托江苏
大新房地产地价评估有限公司对张静蔚所有的房产予以评估，评
估价为

45.68

万元。现向你们送达（

2011

）江宁执字第
490

号民事
裁定书及房产评估报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你二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
收到评估报告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逾期，本院
将依法拍卖上述房产。

[

江苏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徐菊林、徐美珠：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你们借款纠纷执行一案，根据申请执行

人申请， 依法对你们名下位于吴江市黎里天和里西弄
29

号室
房屋（及其他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裁定书、评估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
对本民事裁定书、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述房屋及物品。

[

江苏
]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
彭伟杰、林卫国：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江苏省苏州市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
（

2010

）平商初字第
0129

与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
们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及传票，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在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后即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江苏
]

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法院
RASHMI METALIKS LIMITED

： 本院受理江苏省对外经
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2008

）锡民三初字第
0222

号民事调
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

个月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连云港羽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棣陆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

2011

）连执字第
0131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内容：对你公司
位于东海县羽泉村羽山角下三宗土地和地上建筑物予以查封。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阳华达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交通
银行沈阳分行铁西支行与被执行人沈阳华达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沈阳市胶板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方住所地不详，下
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依法作出的（

2011

）沈铁西执恢字第
267

号执行裁定书， 将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沈阳分行铁西支行
变更为辽宁恒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

辽宁
]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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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11

月
18

日（总第
5143

期）

王瑞祥老人的心情， 这些天真是
好极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他常
常这样问照顾自己的护理员。

环顾现在的养老院， 他的“新
家”， 屋内阳光明媚， 各项设施齐全，

屋外绿草如茵， 老人及护理人员自如
穿行， 王瑞祥老人满足地笑了。 回想
起之前害怕无处可去的担忧， 再想想
现在这份安度晚年的闲适， 老人不住
地喃喃： “感谢法院， 感谢法官， 先
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他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条件更好的地
方度过晚年。”

欠百万租金被诉
一起普通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因为一方当事人为养老院， 案件处理
关涉到

400

多位老人的养老问题， 北
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斟酌
再三决定以调解方式化解纠纷， 在认
真查明当事人核心诉求的基础上， 十
几次奔波现场了解情况， 几十次电话
联系当事人释明风险、 讲明情理法
理， 最终实现了“案结、 事了、 人
和”，

400

余位老人被妥善安置。

1998

年
4

月
29

日， 庄胜投资管
理公司与天华养老院签订了《房地产
租赁契约》， 约定由天华养老院承租
庄胜投资管理公司位于丰台区近一万
平方米的房屋及场地， 用于养老院经
营。

2009

年
6

月
8

日， 因拖欠租金
200

余万元， 庄胜公司将天华养老院
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 天华养老院腾退房屋并支
付租金及违约金共计

400

余万元。 天
华养老院对拖欠租金数额没有异议，

但养老院住着几百名老人， 因此要求
继续履行合同。 一审宣判后， 二审法
院认为事实应当进一步查清， 将此案

发回重审。

案件被发回后， 北京市丰台区
人民法院主审法官高原陷入沉思，

通过对案件认真梳理， 此案法律关
系清楚， 天华养老院对拖欠租金的
事实认可， 且已达到解除合同的条
件， 完全能以判决的形式审结这起
案件。 但是， 一纸判决能不能真正
将此案所涉问题妥善解决？ 目前，

诉争房屋和场地被确定为丽泽商务
区置换地块， 需要限时拆迁， 而双
方当事人对抗激烈，

400

多名老人
还没有找到安置途径， 能否保证及
时腾退房屋， 不为区域经济建设拖
后腿？ 养老院经营困难， 且因条件
所限， 其收费标准与其他养老院有
一定差距， 是否有动力并有能力妥
善将这

400

余位老人安置到其他养
老院？ 这时， 去养老院现场勘验时
看到的一幕幕又浮现在高原眼前：

破败不堪的围墙， 院内部分拆除的
房屋， 养老院基本上只剩下了核心
建筑， 老人们没有户外活动的场
所， 只能在楼道里走动； 养老院中
很少有单间和双人间， 多位老人住
在没有窗户终年不见阳光的屋里，

看到法官前去调查时不安与期盼的
眼神。

唯有调解可解忧
再三思索， 高原法官认为只有

使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
议， 相互配合完成腾退及安置老人
事宜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高原首先联系了庄胜公司法定
代表人王先生， 王先生表示， 天华
养老院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搬走， 并
且其多年不交租金， 给公司造成了
巨大损失， 坚持租金和违约金一分

不少。 天华养老院的负责人李先生则
坚决不同意腾退。

在案件继续审理的过程中， 高原
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双方的负责人打
一个电话， 询问一下事情有没有什么
变化， 从法理人情上与其交流。 通过
多次的交流， 高原了解到涉诉场地作
为规划中的商务区置换地块， 需要在
一定期限内腾退才能保证庄胜公司
及时办理置换地块的相关手续， 开
展各项后续经营。 也就是说， 腾退
场地是庄胜公司最为核心的诉求；

而天华养老院在承租房屋时也花费
了几百万对租赁房屋和场地进行了
改造装修， 腾退也会对其造成损失。

在现场调查时， 一个细节引起了高
原的注意， 养老院中有部分老人没
有生活来源， 子女也不尽赡养义务，

养老院虽然经营困难， 也尝试用各
种途径要求赡养义务人缴纳费用， 但
期间从未停止对老人进行照料。 负责
人李先生坦言， 自己的养老院收费
低， 经营困难还要支付职工工资， 实
在没有资金将老人安置到其他养老
院。

高原敏锐地察觉到， 天华养老院
之所以不同意腾退， 最大的顾虑是没
有能力安置

400

余位老人， 也不愿意
支付拖欠的租金。 果然， 在向天华养
老院释明诉讼风险， 并建议被告可以
就补偿问题积极与庄胜公司协商后，

养老院负责人也表示如果给付适当补
偿， 能够妥善安置老人和职工， 同意
腾退房屋。

在明确了双方的核心利益后， 高
原立即确定了调解方向， 即在解除合
同、 腾退场地的前提下， 庄胜公司在
租金、 违约金数额上作出一定让步，

双方相互配合寻找老人的安置场所。

为弄清双方损失， 高原多次组织
双方就拖欠租金数额、 应付违约金数

额进行核对， 多次到现场进行勘验，

并委托专门鉴定机构对承租场地的
改、 扩建及房屋的添附部分价值进行
评估鉴定。

方案得当下苦功
在做好充分准备后， 高原邀请庄

胜公司负责人王先生一起前往天华养
老院进行现场调查。 自产生纠纷以
来， 这几乎是王先生第一次迈进老人
们的房间， 真正观察到老人的生活。

看到
400

余位老人中只有几十人能生
活自理， 由于护理人员较少部分老人
得不到及时护理， 王先生感触深刻。

之后， 高原与王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入
的谈话， 他详细讲述了老人们一天的
生活状况， 从情理法理上剖析了

400

余位老人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可能引
起的恶劣社会影响， 同时指出双方损
失数额相近。

几天后， 王先生给高原打来电
话， 表示其作为村属的投资公司， 也
不愿意看到

400

余位老人因场地清退
而流离失所的场景， 如果能够及时腾
退， 在天华养老院放弃要求损失补偿
的基础上， 愿意不再要求其支付租
金、 违约金并给予一定补偿。

此案的调解到此似乎峰回路转，

看到了光明。 但是在随后的关于老人
安置方案的协商上， 波折又起。 天华
养老院强调因为其他养老院的收费标
准比原先自己的高出许多， 因此要求
给付

200

万元补偿款才能将现有
400

余位老人安置完毕。 庄胜公司则认为
补偿款过高， 而且谁也不知道这钱最
后有没有真正花到老人身上。

身为法官的高原， 看到眼前的局
面不能说不着急， 可是想想老人们在
走廊上蹒跚的身影、 想想那一双双看

尽世事却饱含不安和忧虑的眼睛， 高
原决定克服困难， 继续寻找调解矛盾
的新途径。

相互理解终双赢
不是老人转院差价太高吗？ 那就

去尽力寻找性价比高的养老院。 考虑
到绝大多数老人都是丰台人， 高原通
过各种途径找到京西多家养老院的联
系方式， 先后向几十家养老机构咨询
能接受老人人数、 考察周边环境、 询
问养老收费标准以及转院事宜。 当了
解到区内新开了一家养老院能够容纳
全部

400

余位老人入住时， 此案调解
似乎看到了曙光。

不是不知道补偿款是否会真正用
到老人身上吗？ 那就要求天华养老院
定期提交现有老人花名册， 以是否
有自理能力、 是否有送养人分情况
统计， 认真核对送养人的经济情况，

清算老人已付养老费用及期限， 统
计出可能需要的费用， 并将统计结
果定期报给庄胜公司。 同时， 在安
置老人的各个环节， 都邀请庄胜公
司参与， 避免只出钱不知情的情况
发生。 特别是当了解到这

400

余位
老人中有多数都符合民政部门给予
补贴的条件时， 高原对案件调解成
功更加增添了信心。

同时， 考虑到庄胜公司限时腾退
房屋的要求， 为了调动天华养老院的
积极性， 促成庄胜公司承诺如果天华
养老院如期腾退完毕的， 将另行给予
一定数额补偿款作为奖励。

务实的处理方法、 灵活的解决方
式， 使得本案终于调解成功。 调解协
议达成后， 高原并没有就此松懈， 他
向双方明晰和解的原因， 使得双方
均对对方的让步表示感激， 为最终
的顺利执行打下基础。 腾退期限届
满前， 高原多次向双方了解腾退工
作进展情况并就所遇问题进行协调，

使得此案最终自动履行完毕。

400

余
位老人终于可以摆脱不安和忧虑， 能
够在环境更好、 护理更优的新家中安
享晚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