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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779 证券简称：康利达 主办券商：长城证券

康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判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日期：2017 年 4月 5 日

(二)受理机构名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受理机构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

二、有关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或申请人基本信息：

1.姓名或公司名称：刘鹏凯

2.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刘鹏凯

3.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谢元修,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

4.其他信息： 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

(二)被告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1.姓名或公司名称：郑州康利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即现“康利达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訾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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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明伟、张国锋，河南明商律师事务所律

师。

4.其他信息：一审被告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1.姓名或公司名称：刘青山

2.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刘青山

3.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支合、杨琛,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4.其他信息：被申请人刘青山（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

一审被告:邓州市驰诚机动车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

邓州市工业园区邓襄路钟营段路东。法定代表人:丁胜军,该公司

总经理。

(四)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刘鹏凯因与被申请人刘青山、一审被告郑州康利达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利达公司”）、邓州市驰诚机动

车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诚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 01民终 4323号民事判决,向

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 2017 年 4 月 5日作出(2016)豫民申 2932 号

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再审申请人刘鹏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元修,被申请人刘青山及

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琛到庭参加诉讼 ,一审被告康利达公司、驰诚

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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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凯申请再审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一、本案系刘鹏凯与刘青山之间的个人合伙纠纷,并非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原判对本案案由定性错误。二、原判认定刘鹏凯与刘

青山双方按照工程决算价格的 67.6%(刘青山)和 32.4%(刘鹏凯)的

比例分配工程款,结果却按照上述比例将利润额进行分配,属于认

定事实错误。原判认定刘青山主张支出额也按上述比例计算于法有

据且符合常理,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刘青山对涉案工程没有

任何支出,所有支出均是由刘鹏凯垫资和甲方按进度付款,刘鹏凯

支付给刘青山的所有工程款包括直接支付给材料供应商的材料款

以及工人工资,全部是刘青山主张的工程款。刘鹏凯已经按照工程

决算价的 67.6%超付工程款。四、刘鹏凯在二审中提交了新证据和

证人证言,但是原审法院未对新证据组织质证,未允许证人出庭作

证,程序违法。刘鹏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六)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刘青山辩称,原判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工程款的分配比

例正确,其与刘鹏凯是合作关系,双方对于决算款的分配比例不仅

适用于工程利润分配,还适用于工程成本的分担。刘青山请求维持

原判。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015 年 7 月 20 日,刘青山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判令刘鹏凯、驰诚公司、康利达公司支付装修工程款 1642376.9 元,

逾期付款利息 108834.85 元(截至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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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凯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刘青山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 439911 元。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3年10月29日,驰诚公司

与康利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要约定:由康利达公司

承建驰诚公司的邓州市机动车检测服务大厅内外装修装饰工程,约

定工程价款为410万元。后康利达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被告刘鹏凯,

刘鹏凯和刘青山实际共同组织人员进行实际施工施工过程中发生

增量,目前该工程已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驰诚公司与康利达公司

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进行决算,包括“检测线服务大厅(增加)、检

测线公共卫生间、蔡营公共卫生间及电视背景墙、西考场背景墙”

增项工程在内决算金额为 480 万元,并全额支付了工程款。刘鹏凯

自认,康利达公司在扣除 8.5%的税款和管理费 (两项合计 40.8 万

元)后,已将 439.2 万元工程款。全额支付给其本人。刘鹏凯 2015

年 2 月 9 日给刘青山发送的《邓州县驰诚检测线账单明细》显示,

在施工过程中,除培训学校汽车公园大门装修工程(即账单明细中

的“高集”工程 )外 ,刘鹏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已支付材料款

和人工资等费用共计 3684711 元 (其中,支付刘青山工程款 30 万

元 ),刘青山、刘鹏凯对以上账单明细及数额均予以认可。刘鹏凯

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2015 年 1 月 15 日,刘鹏凯与刘青山因工程款

纠纷,请求第三方即郑州市仲裁委员会河南省装修装饰行业仲裁中

心进行调解,双方曾口头提出该工程完工后按工程决算价格

67.6%(刘青山)和 32.4%(刘鹏凯)的比例分配款项。庭审过程中,刘

青山对该录音提出鉴定,后撤回申请。对该录音真实性该院予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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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予以采用。刘青山与刘鹏凯争议在于:刘青山认为以上比例按

照结算总额分配,支出总额也按以上比例计算刘鹏凯认为刘青山的

67.6%份额中包括材料费、人工工资等。涉案刘山青与刘青山为同

一人。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康利达公司与驰诚公司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邓州市驰诚检测服务大厅室内外装饰工

程,后康利达公司将该工程向刘鹏凯转包,工程实际由刘青山与刘

鹏凯实际施工完成。以上承包、转包及施工行为自愿、合法,是其

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驰诚公司、康利达公司

已按实际工程量及时结算,刘青山、刘鹏凯与康利达对直接结算金

额均无异议。即邓州市机动车检测服务大厅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包括

工程增项由驰诚公司向康利达公司结算 480 万元,康利达公司在扣

除 8.5%的税款和管理费 (两项合计 40.8 万元)后,将 439.2 万元工

程款全额支付刘鹏凯本人。鉴于以上情况,刘青山要求驰诚公司、

康利达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关键在于刘青山与刘鹏凯对结算款项分配的主张不同

而产生的争议。涉案工程由刘青山和刘鹏凯实际合作完成施工,但

对工程款项分配没有明确的书面约定,双方对工程完工后按工程决

算价格 67.6%(刘青山)和 32.4%(刘鹏凯)的比例分配没有异议。根

据庭审情况及仲裁相关资料,刘青山主张按照结算总额分配,支出

总额也按以上比例计算于法有据且符合常理,该院予以采用鉴于刘

鹏凯已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付工程款、材料款、工人工资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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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4711 元(其中,支付刘青山工程款 300000 元 ),下余款项中,刘

鹏 凯 应 再 支 付 刘 青 山 [4392000 元 -(3684711-300000) 元 ×

67.6%-300000 元= 371861.8 元刘青山主张其他工程款过高部分及

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刘鹏凯主张以上比

例刘青山份额中包含经刘鹏凯已支出的所有工程款、材料款、工人

工资等所有费用 (即3684711元 ),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

用 ,则其反诉称支付刘青山款项已超过 439911 元 ,并要求返还的

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2015 年 1月 27 日 ,该院

作出(2015)金民一初字第 3552 号民事判决:一、刘鹏凯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刘青山工程款 371861.8 元；二、驳回刘青山的其他

诉讼请求；三、驳回刘鹏凯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 20561 元,

由刘青山负担13683元,刘鹏凯负担 6878元反诉费 3950元,由刘鹏

凯负担。

刘鹏凯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依法

改判。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刘鹏凯与刘青山对涉案工程实

际合作完成施工,但对工程款项分配没有明确的书面约定 ,且工程

完工后没有就利润等事项对账结算,故对结算款项分配的主张不

同而产生的争议 ,但双方对工程完工后按工程决算价格 67.6%(刘

青山)和 32.4%(刘鹏凯)的比例分配没有异议,故一审判决依据双方

没有异议的分配比例对工程决算款进行分配并无不当。一审已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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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刘青山与刘山青为同一人,刘鹏凯对刘青山主体提出异议没有依

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应予维持。2016 年 4 月 25 日 ,

该院作出(2016)豫 01民终432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

决。二审案件受理费 20561 元,由刘鹏凯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

实除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原判据以认定刘青山、刘鹏

凯分成比例的依据是刘鹏凯提供的谈话录音,刘青山在一审中对该

录音材料明确提出异议,称双方在录音中争执的决算款并非发票显

示的 480 万元,双方对工程价款的基础及分成比例没有达成合意。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7 年 11 月 23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7)豫民再

101 号，结果如下：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

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

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青山作为一审原告,诉

请刘鹏凯支付其剩余工程款1642376.9元 ,应当对其提出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刘青山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

仅能证明其组织工人实际施工了涉案装修工程,以及刘鹏凯先后支

付工程款共计 3684711 元的事实。刘鹏凯和驰诚公司在一审中提供

的工程决算书证明,涉案工程的决算价欺为480万元,并非刘青山主

张的 5327087.9 元。刘青山主张刘鹏凯应支付剩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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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376.9 元 ,既无充分证据证明,亦与涉案工程决算款 480 万元

相矛盾,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十刘鹏凯反诉请求刘青山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 439911 元,

刘鹏凯提供了双方的谈话录音 ,主张以双方提到的分成比例 67.6%

和 32.4%分配工程款。因刘青山在一审中对该谈话录音明确提出异

议,刘鹏凯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该录音的内容,故录音不能

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刘鹏凯对自己的反诉请求未能提供

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刘鹏凯在再审中主

张双方系合伙关系,与其在原审中的主张相矛盾,亦无相应的证据

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

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

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 0 民终 4323 号民事判

决；

二、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一初字第 3552 号

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维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2015)金民一初字第 3552 号

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刘鹏凯的反诉请求；

四、变更郑州市金水区本民法院(2015)金民一初字第 3552 号



公告编号：2017-037

9 / 9

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驳回刘青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20561 元,由刘青山负担反诉费 3950 元,由刘

鹏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20561 元 ,由刘青山负担 10280.5 元,

刘鹏凯负担 10280.5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无。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存在对公司经营造成损害，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二)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二）《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康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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