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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整体倒覆的!莲花河畔景苑"

两套理赔方案
!!

日下午正式出台#对

于开发商提出的
"

$

#

两套理赔方案%

大多数业主表示不会考虑!赔房"的
#

方案# 而围绕!赔钱"的
"

方案%则产

生了一些不同意见# 由于购房业主对

理赔方案存在不同观点% 现场并未签

署首单赔付协议#

$

月
%&

日
'

时
()

分左右% 在没

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上海闵行区!莲

花河畔景苑"小区一栋
!(

层在建住宅

楼突然扑倒#经过调查%楼房北侧在短

期内堆土高达
!)

米% 南侧正在开挖

*+,

米深的地下车库基坑%两侧压力差

导致过大的水平力%导致事故发生#

业主不满现场一度混乱

该理赔方案分为退款并支付
-!

的违约赔偿金% 以及以该小区未售住

宅房屋置换两种#方案出台后%众业主

对违约金的赔偿比例以及置换住宅这

一解决方案均大为不满% 当天下午的

倒覆楼业主沟通会场面一度混乱#

据悉 %!莲花河畔景苑 " 的开发

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日提出的解决方案集中于当时倒

覆的
&

号楼% 即门牌号为
/*

$

0-

号的

购房人#由于开发商以场地有限为由%

仅允许一户出一名代表参与沟通%率

先引发了现场业主的不满情绪#

而当赔偿方案公布后% 该在建小

区内未倒覆楼房的业主亦深感不满#

塌楼原址将不再建房

..

日下午召开的 !莲花河畔景

苑"开发商与倒覆楼业主沟通会上%上

海闵行区房管局人士透露% 发生倒覆

的
&

号楼原址将不再造房% 而可能改

建绿地#

该人士介绍道%目前!莲花河畔景

苑" 开发商已向政府部门提出在原址

建绿地的申请#据悉%政府部门已受理

此申请%!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

!

理赔方案解读

方案
"

赔钱

开发商表示一旦解除预售合同%将

退还购房人已经支付的房价款本金%支

付截止日为
0))1

年
&

月
1

日# 对于涉

及的违约赔偿金%开发商承诺若合同约

定违约赔偿金不足以弥补购房人差价

损失的%还将对超出部分赔偿#

据了解% 超出部分的赔偿将依照

两种方法计算% 开发商允诺按所得金

额较高者支付# 第一种计算方式系预

售合同总房价款的
-!

%以及已付房价

款自实际付款日起至实际退款日止%

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第

二种为合同约定的房价款与预售房屋

目前市场可比价格的差价' 其中该预

售房屋目前市场可比价格将由具有相

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确定% 开发商

表示将承担评估费用#

方案
#

赔房

以该小区未售住宅房屋进行置

换#据悉%这也是引起此间业主极大不

满的主要原因# 开发商同样承诺将向

购房人支付预售合同总房价款
-!

的

违约金# "据&山西晚报'#

上海楼房整体倒覆事

故理赔方案出台

两套赔偿方案
业主都不满意

倒塌的楼房 !资料图片"

&

月
.)

日#云南省玉溪市澄

江县人民法院发生一起怪事$一

名律师因没有顺从法官的意愿#

法官竟叫法警用手铐把律师铐

在法院篮球架上晒太阳
*)

分钟

左右% 事发后#云南省律师协会

有关人员随即赶到澄江了解情

况% 澄江县法院副院长洪家敬对

省律协工作人员说$&事件主要

责任在法官#法官对律师采取强

制措施没有按法律程序办#法院

也觉得事件发生得意外% '

&

月
..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已责令玉溪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即组成调查组对此事进行

调查% 法律界人士认为#法官的

行为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

律师与云南澄江县法院法官法庭上起争执(惹怒法官)**

&

月
.)

日% 昆明某律师事务

所律师何先生到澄江县法院代理

一起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澄江县

法院民事一庭庭长洪猛单独负责

审理此案#

2

时
*)

分%原$被告双方当事

人到齐后%法官宣布开庭# 被告方

律师何先生当庭提出(!审判长%本

案原告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把

原告的媳妇追加进入本案参加诉

讼% 我们
.-

天前向法庭申请要求

追加诉讼当事人%法庭的意见是什

么) "审判法官说(!不用追加了%我

现在口头告诉你# "

事后%何律师转述了他与法官

的对话# 何律师说(!审判长%不同

意追加原告媳妇为当事人%是不是

遗漏了当事人%程序上存在问题# "

随即%洪法官说(!你的意见可以在

法庭辩论时阐述观点%现在不用说

了# "上午
.)

时
*)

分左右%庭审结

束后%法官叫原$被告双方当事人

在庭审笔录上签字# !我拿过笔录%

首先在笔录第一页上签了字%翻开

笔录第二页%笔录上遗漏了我的辩

论观点# "何律师说%辩论观点遗漏

了%把!法官口头不同意追加当事

人的观点补在笔录# "此时%法官

说(!不准动笔录%有什么意见可以

另外提交书面意见# " 何律师说(

!笔录是记载整个庭审过程% 如果

不加上%我就不签字# "

!随便你签不签字% 你爱签不

签# "法官当即回答#

随即%何律师把自己签在第一

页上的名字划掉%并在第二页笔录

上补充(!我要求对庭审笔录进行

补正%但未获准许%被告代理人拒

绝签字%并写下自己的名字# "

法官拿过笔录一看% 大声说(

!你有哪样权利在上面随意写字# "

何律师回答(!这是庭审笔录%

代理人有权在上面签字%代理意见

不完整的%我有权利在上面写上自

己的意见# "

法官说(!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这个事不要扯了# 书记员%去把法

警叫来%把他*何律师+拘留起来# "

书记员走出法庭去叫法警#何律师

说(!拘留可以%必须有完备的拘留

手续%比如要法院院长签字同意才

可以# "

此时% 法庭旁听席上坐有
.-

名旁听群众%目击了何律师和法官

的对话#法官坐在审判席上沉默了

(

分钟左右%又向何律师提出(!给

你*何律师+

(

个选择 (一是拘留 %

二是罚款%三是写检查# "何律师回

答(!在笔录上写拒签笔录的原因

是我的权利%所以%检查我是绝对

不会写的# "很快%书记员带着两名

法警走进法庭# 法官说(!把他*何

律师+铐起来带走# "法警掏出手

铐% 把何律师铐了起来带出法庭%

带到法院篮球架上铐起来#何律师

回忆(!我被铐时%还特别看了一下

手机% 应该是上午
.)

时
-)

分左

右# "

..

时
()

分许% 澄江县法院副

院长洪家敬得知情况后%来到法院

法警大队了解情况%随即叫法警把

何律师的手铐打开%并把何律师叫

到办公室了解实情经过# 此时%何

律师被铐在篮球架上晒太阳已有

*)

分钟左右#

据何律师转述( 当洪副院长

了解情况后% 对何律师说(!这个

法官性子急 %案子多 %压力大 %他

*审判法官+拘留你没有按程序办

理手续 % 对不起你了 % 请你理

解# "

何律师离开法庭时%眼角都湿

润了#尤其是被告方当事人再次开

车到法院接何律师时% 他面部通

红% 不知说什么好# 何律师心想(

!我一个律师帮人打官司% 竟然会

遭遇如此非法待遇# "

下午%澄江县法院院长潘万江

打电话给何律师%请他再次到法院

办公室向他了解情况#据何律师转

述(!潘院长当场给他道歉%并说要

整顿法官队伍%他*潘院长+对这件

事表示遗憾%说用手铐铐律师肯定

是不对的%请你*何律师+谅解%你

*何律师+ 有什么请求% 可以提出

来# "

何律师说(!我相信被非法戴

手铐%不是院长的意思%如果法院

队伍中有这样的法官%我建议把这

样的法官清理出法官队伍# "潘万

江思索一番后%表示一定会处理法

官的%会给何律师一个说法#

何律师说(!事情发生了
,

个

小时%当事法官一直没有出面把事

情的经过说清楚%连句道歉的话都

没有# "

.,

时许% 记者来到澄江县法

院%潘万江不在办公室%副院长洪

家敬也离开法院#记者打电话给潘

万江%他说(!我在玉溪%在电话里

说不清楚事情的经过# "记者一直

向潘万江求证法官非法拘留律师

的事实%对方一直强调电话里说不

清楚%随即挂断电话# 记者来到何

律师被铐的篮球场%何律师说(!我

就是在这个篮球架下被非法拘留

了
*)

分钟# 我曾经在法院当过
.)

年的刑事法官 %

/))-

年离开法院

转行当律师%这种事情还是头一次

遇到# "

据了解%云南省律协相关人员

已赶到澄江县法院了解情况#

&

月
..

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得悉了澄江县法院发生

!律师被拘留"事件后%高度重视%

责令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组

成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

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玉溪中级人民法院现

已组成以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俞

自力为组长的调查组% 于
&

月
..

晚赶赴澄江县调查情况%调查组表

示%有关情况将随即向新闻媒体和

社会公众通报#

该事件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

的高度关注%云南天台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尚显达认为(法官洪猛的

行为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

就此%记者采访了云南天台律

师事务所主任尚显达% 他认为(庭

审笔录是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案

件事实进行陈述和主张的一种反

映% 当事人对庭审笔录进行签字

时%确因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

庭审笔录中没有记录完全的%当事

人或其代理人有权在签字前要求

进行补充和变更#至于其补充和变

更的观点是否应当采纳%最终是由

人民法院通过合议确定# 所以%该

事件发生就因代理人要求补充其

庭审中的观点%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 如果%人民法院认为要对任

何当事人进行拘留的%根据,民事

诉讼法-及最高院,民诉意见-的规

定%首先被拘留的当事人必须是违

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次要作出

拘留必须是要向当事人发出,拘留

决定书-%并报经院长批准#那么从

澄江县法院发生的这一事实来看%

法官让法警将律师铐在篮球架上

之前% 是否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处

理)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会引发违

法行为%因为他直接引申出轻则侵

权$重则非法拘禁的法律结果#

尚显达建议(对这种行为应当

予以重视% 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

生%这样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的执

法形象%也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本报综合&春城晚报'等消息$

()

*

+

!"

初步结果

院长出面向被铐律师道歉

律师说法

法官的行为涉嫌非法拘禁

事件经过 法官叫法警把律师铐起来

事件起因 法院开庭后签字引发纠纷

何律师现场讲述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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