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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海事法院

民事 判 決 キ

(2016)桂 72民初 166号

原告: 。住所地:

。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4光玉,片末海建律りT事券所律りT。

委托代理人:4晩水,片末海建律りT事券所律岬。

被告:片西4図 鉄集困有限公司。住所地:片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北部湾大道 196号。

法定代表人:張先貴,恙姪理。

委托代理人:梁天然,片西信徳嘉律りT事券所律りT。

委托代理人:周旭照,片西信徳嘉律姉事券所律りT。

原告 (下称片 )萄被告

片西銅鉄集困有限公司 (下称片西佃鉄公司)建没工程施工合

同多1分一条,本院千2016年 5月 16日 立案后,依法須咸由常

芽1貝 王銘腔、キ旭伶和人民陪常貝伍株俎成的合決庭申理。2017

年 8月 15日 ,因本案案情重大且隻染,本院決定本案由本院院

く梁煽物担任常非IK,有 常夕1員 王名艦、常夕1貝 キ旭伶姐成合

洪庭逃行申理,井千2017年 9月 5日 公升升庭常理了本案。原

告委托代理人♯光玉、4晩沐和被告委托代理人梁天然、周旭

照至1庭参カロ訴か。本条現己常理終劣。

原告片州 向本院提出訴淡清求:1、 被告向原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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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程款 184749808元 [包括(1)未付合同豹定工程款 65950118

元。(2)吹填追カロエ程款 100186518元 。(3)国 堰追カロエ程款

18613172元 ];2、 被告向原告支付所久工程款的禾1′意 (其 中,

65950118元的利息白2013年 2月 24日 起十算至実隔支付之日

止,不1率按中国人民4艮行同期貸款不1率 it算 ,利′憩哲it至 2016

年 5月 5曰 力 12408830元 ;118799690元 的不1息 自起訴え曰起

十算至実豚支付え日止,不1率接中国人民4艮行同期貸款不1率 十

算):3、 被告承担均本集有夫的訴松費用。

事実和理由:2008年 3月 ,武 4図″14図 (集困)咲合有限責

任公司(下称武4国 公司 )向 原告友出防城港4国 鉄項目陪域形成、

ゲ岸工程的施工招林邊済文件,文件中附帯由中交第二航弁エ

程勘茶没十院有限公司(下称二航院 )淑1量浚汁的《招林圏気》、

工程量清単,夕1明疏浚吹填及曰堰的工程量,井要求投林人按

照工fi量清単振倫。4月 7日 ,式 4因公司在招林答疑中,杵第

二林段工程量碗定力:1万、2万叱須4共松泥砂 764.49万 m3

及 1万、2万叱須4共屹張八化岩 92.5万 m3(回 填 H-1区 )、

取砂区取砂 2342.87万 m3(回填 II-2区 ),按虚方十算。4

月 14曰 ,原告根据上述没十四久、工程量清単,向 武4国 公司作

出 《投林文件》,階域形成、十岸工程第二林段投林恙倫カ

583300118元 ,夕1明 各項工程単倫,其中取砂区取砂妹合単倫

力11.42元 /m3(虚方 )。 5月 16日 ,原 告均武4図 公司容iT《施

工承包合同》ぅ合同第一部分第五章豹定 ,合 同 ,さ 徐力

573300118元 ;第六章釣定,招林文牟、投林文書及国数力本

合同的姐成部分。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8条第 8.1款第 (4)項豹

定: “友包人負責提供施工場地地反和地下管回残路資料,保



江数据真央准碗……",及第 (7)項勾定: “施工前友包人負

責俎鉄承包人和浚汁単位逃行国妖会常,向承包人交底。"第

8.3款釣定: “友包人未能履行 8.1款各項文券,早致工期延

浜或分承包人造成板失的,友包人席僕姪済板失,不予順延延

浜的工期"。 2008年 7月 4-6日 ,原告就対第二林段 H―kH-2

施工区選行浚前淑1量 ,武銅公司、声西八桂上理公司防城港監

理部 (下称監理部 )均参カロ。浚前淑1量丘示,吹填施工区実膵

地形明呈低子浚汁施工圏林高,叱 原没十地形林高低 了

1.3-3.6米 ,早致実需吹填量範超ミ招林文件,原告向武銅公

司、監理部扱告水深差昇以及借算的吹填工程増量。因元法接

浚汁圏妖要求施工,原告要求武銅公司及監理部重新双1量共昧

水深井提供新的没汁施工国。

2008年 9月 ,武 4図公司委托浚汁単位二航院至1施工現場逃

行水深隻淑1,結果実際水深的碗大子没汁水深。根据浚汁単位

的地形水深隻淑1結果,実昧工程量相対招林没汁工程量大幅増

カロ。原告根据二航院圏妖汁算,H-1、 H-2区実昧吹填量共汁

4077.15万 m3,相対招林没十吹填量 3199.86万 m3増加了

877.29万 113(虚方),接 《投林文件》妹合単介 11.42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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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方,吹填聯 口量工程款力 100186518元。北国堰末段増加回

填散沙 277183m3実 方(折合 34240m3虚方 )。 西曰堰断面増大,

袋装砂聯 口86852.3m3,日 化土増加 7642.971n3,400g/m2上 エ

布増加 4757.75ぽ ,象配卵孫石増加 4292.23m3,二 片石塾晨

増カロ2648.37m3,決 石塾晨増カロ5322.23m3,千 効決石増カロ

3720.85m3,四 角空′い方決増カロ4919決 ,回填砂石及振沖砂増

加 72195.861n3。 接 《投林文件》中的各項単介汁算,北叡1、 西



叡I El堰所増加的工程款力 18613172.59元。原告杵工fi増量十

算笙呆友送武銅公司、監理部,式 4図 公司未予回隻。

2008年 12月 23日 ,武 4国公司変更力庁西4国 鉄集困有限公

司。

2011年 1月 ,被告対ゲ岸曰堰、疏浚及吹填工程逃行浚工

沢1量 。上理部依据浚工淑1量銃十数据作 《防城港4国鉄項目陪域

形成及伊岸工程上理隻核工程量汁算説明》,核実吹填区内′

`完成吹填砂工程量力 31290844m3実 方 (以 ♭ヒ例豹 1.3折合カ

40678097.2m3虚方,有原告十算方量相愛 )。 随后,原告向被

告友出《工程支付申清》,井附上述盗監理部核実方量的悦明,

但被告対増加的工程量未予大可。2011年 3月 30日 ,原告依

据 《施工承包合同》和相夫規定向被告提交了 《施工単位工作

IF_告 》,報告中明碗,因被告提供地皮資料汗菫偏差所早致的

工程増カロ量。

疏浚、十岸El堰、吹填工程分男1子 2011年 3月 5日 、2011

年 10月 12日 、2012年 2月 24曰 由被告、浚十単位、監理単

位常核週辻預聡牧,井取得交工預詮1文近ギ。但被告対原告提

出的ケ岸曰堰、吹填工程増カロ量一互不予汰可,工程款尚未劣

算。裁止至2011年 6月 2日 ,被告共支付原告 50735万元,未

付合同内工fi款 65950118元。因被告提供的招林文件、投十国

妖水深、工fi量清単明丘小千実昧,早致原告吹填増加工程款

100186518元 、国堰増カロエfi款 18613172元 ,共欠付工程款

184749808元。2012年 2月 至今,原告曽多次致函被告,井均

監理単位、被告会面向被告主張上述欠付工程款及増lJI工程金

額,被告供挽決欠付的工程款 65950118元,但対吹填聯 口工程



款 100186518元 、日堰増カロエ程款 18613172元不子汰可。

宗上,原告汰力,原告己仝面履行 《施工承包合同》,合

同力定的施工任券亦己全部ミミ被告、浚十、監理単位的交エ

萩詮1文 ,ユ被告在已姪ミ的1年皮量快陥保修期内未提出昇洪 ,

被告依据合同泣仝額支付工程札 根据《合同法》第六条規定 ,

当事人行使枚不|、 履行又券庄当道循滅実信用原只1,被告作カ

建浚合同的奸釣方,泣 当遵循減実信用的原只1,履行対合同所

渉工程量、施工対象情九充分告知的文券。根据 《合同法》第

二百八十三条的規定以及 《施工承包合同》第二部分第二章第

8条的釣定,被告作力工程的友包方,有又券提供施工区域准

挽的地反水深資料,否只1泣賠償承包人的板失。因被告提供的

招林文件、没十四妖水深明呈小子実昧,早致十岸曰堰浚十国

妖友生交更,吹填、十岸曰堰実膵工程量大幅増カロ,被告泣支

付原告因被告提供的地庚資料不准挽造成的増加工程款。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建没工程施工合同多1分条件適用法律

同題的解粋》十六条第一款規定: “当事人対建浚工程的十介

林准或者十介方法有釣定的,接照釣定結算工程介款。",接

照 《投林文件》所具的吹填妹合単介以及El堰各項単介汁算 ,

可得吹填増カロエ程款 100186518元、El堰増加工程款 18613172

元。男,被告K期抱欠上述工程款,依法泣向原告支付因退延

支付而声生的利息。

被告片西銅鉄公司井称 :

1、 渉条工程招林文件、投林文件規定釆用 “固定′意介"

方式結算工程款,原告中林井受此釣束。 《施工承包合同》第

一部分休決ギ第五条釣定: “本工程倫款釆用固定′意介 (ヌ「′意



倫包千)合同,恙倫力573300118元。……・其固定′意徐除不可

抗カクト,不再作調整";第六条豹定投林ギ及其附件,招林え

事不ロネ|ヽ 逍牟力本合同俎成部分 第二部分合同条件第八条第 31

点豹定 “角定変更介款 (元 )"。 招林文件和施工承包合同有

美条款明衝本案項目以 “固定,こ 介"(ッも介包千 )実反上就足

“包死介"的結算方式,未笙双方一致同意不因工程量的増戒

而作任何調整;

2、 原告提出工程増加―i的元理主張均遭至1被告以 “固定

恙倫"明挽拒亀,原告没有提出解除合同,也没提出昇決墾須

施工至承包任弁完成。原告履行合同宣至完工的行力充分江明

原告脅同意以 “固定′意倫"方式結算工程款 ;

3、 本案浚十単位二航院足具有姿皮的単位,招林文件 《ll」

察報告》、 《招林国妖》是由核単位接照国家林准fl規疱浚汁

井提供的,足符合法定要求的文件。被告明硫告知原告 《勘泰

扱告》足 2006年的澳1量数椒 在国家規定的有数期内),是夜

告現有的能夜原告不1用 的資料,被告対原告由此両作出的・llE沿、

理解禾口結浴均不久責。被告已履行了施工国交底、会常及相美

数据披露等相夫合同文弁,施工前被告俎奴施工国没廿交底和

施工国会常,原告未対水深数据提出昇袂 ;

4、 招林文件 5.1: “・・・投林人白行対工程現場和周曰不境

辻行踏勘,以便投林人荻取編十1投林文件和答署合同所需的材

料。…"原 告対施工区域水深地形変化負有勘察和承担八隆的

又券井在施工前已辻行実地勘秦,原告在投林、施工前己対施

工区域辻行勘察双1算 ,己 明知施工地形未提出昇洪,表明同意

井承担責任;



5、 原告在施工后,現場地形被破杯的情況下オ在 “2008

年 7月 浚前双1量"提出所渭実双1地形水深しヒ施工国林注的地形

水深大的同題叶,地形水深数据已盗友生変化丼力其所掌握。9

月伶没汁単位隻双1叶地形逃一歩友生交化,数据瀕1量結果不能

作力本案汁算増カロエ程量的依据;原告提出工程量増カロ及数額

的十算具有板大的随意性,没有依据。ユ以 “虚方十算工程量"

的主張均本案実昧不符;

6、 原告未按合同豹定叶同完工,接照合同釣定泣八工程

款オロ除 5733001.18元作カミ釣金不予支付;原告未接承透均合

同釣定投入施工浚各,座八工程款中オロ除 11466002.36元作カ

ミ釣金不予支付;原告未対北El堰 147-149断面逃行施工,泣

よ工程款中わ除 356815元不予支付;因原告未以合同釣定対吹

填区域漆泥逃行机械平整,庄オロ除 95780379。 10元 ,因此原告

清求支付 65950118元 没有理由;

7、 原告所称工f_l款 中有 28665005元属子反保金,本工

程因未完成漆泥区日題,反量存在快陥,ユ因咳廣量同題所造

成被告的損害近超辻反保金数額,因比反保金宜接用子弥ネトエ

程皮量所造成的被告板失。原告清求工程款 65950118元力本金

汁算利`息 没有依据;

8、 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清求支付工程款的吋同力 2011年

6月 1日 ,自 此え后至訴松叶残期同原告一宣没有向被告主張

枚不1,其え后的友函清求支付工程款対被告不友生債枚挽次的

法律数力,不杓成訴公叶残的重新十算。原告的主張已盗超ミ

訴淡叶赦。

朱上,清求法院駁口原告的訴淡清求。



在庭常中,被告ネト充答丼意見女口下:

1、 日F使出現所渭的工程量増加,也笙竜不影詢本案合同

固定
`意
介力 “包死介"的法律豹束力,工程量増加的后呆泣当

由原告自行承担。本案合同履行辻程中,即便工程友生交化 ,

双方也未形成交更合同介款的合意,ILよ双方意思表示和行カ

来看,履行的併然是合同介款不予調整的固定′こ介合同。被告

よ未対原告要求増カロエ程量的要求逃行答逓,原告提出因工程

量交化両増カロエ程款的清求后,被告併堅持固定′意介不作調整

的立場 ;

2、 本案没有挽実江据II明晩実増カロ了工程量;

3、 被告没有任何辻借,原告不能近ミ訴淡索賠来要求被

告承担因工程量交化而増カロ的工程款。被告提供的没十四妖八

程序至1内容没有任何辻借,ヌF使招林国妖均実昧施工地形有出

入、有差距,逮今八隆也li/由 原告承担;

4、 司法基定的程序性安‖1不 能茨交本条有美固定恙介的

合同釣定和法律造用。本案逃行司法基定,也使能祝力対原告

程序性枚不1的 尊重,両不能因基定意几反映的実昧工程量碗有

交化来対工程徐款逃行調整,更不能茨交本案当事人対在友生

工程量交化叶也泣机行固定′こ介的合同釣定。基定意兄供反映

了工程量交化的同題,不能因此江明因工程量交化而必定要増

カロエ程倫款的同趣。歩定意兄不能作力定案依据 ;

5、 原告主張所渭債枚利`息没有事実わ法律依据;

6、 原告所訴工程余款 65950118元的清求,己変超辻訴漆

叶残。本案工程子 2012年 2月 24曰 預お1文 ,IF便接原告主張

及反保期満后的 2013年 2月 24曰 起算訴淡吋残,至 2016年 5



月 6日 原告起訴,吋同径辻 3年 3今月; 白原告千 2015年 10

月 9曰 週辻公江丈送迷催告通知起算也己笙辻 2年 8今月,ユ

1ヒ次送速的由「寄地址借滉,也没有江据江明被告1文至1核催牧文

件,比次公江送速井未庁生中断訴淡叶数的催吹数呆。

所渭増カロエ程款 118799690元 的清求,也 已超ミ折松叶致。

原告在 2008年 7月 31曰 首次提出工fi量増加,至12009年 8

月 19日 最后一次催要増カロエ程款,被告均明挽予以拒亀。増加

工程款的訴松叶妓座よ 2009年 8月 20日 起算,至原告起訴叶

己笙址了6年 9今月,超ミ了訴松叶妓。故原告在本案中的エ

程余款及所渭的増カロエ程款的清求都超ミ了訴松叶妓,己喪失

肥訴枚,依法泣予以駁回。

原告力支持其訴淡清求,向法庭提交下夕1近据 :

江据 1、 選清招林文件及招林国妖;

江据 2、 工程量清単;

江据 3、 招林文件答疑及第二林段工程量清単;

近据 1-3,江明 2008年 3月 ,式 4回公司向原告友出施工招

林邊清文件,文件中附帯由二航院淑1量浚十的 《招林国妖》。

2008年 4月 7日 ,武銅公司在招林答疑中,晩定第二林段工 fi

量,且接虚方十算;

江据 4、 投林文件,近明原告根据招林文件、国数,作 出

第二林段投林′意倫 583300H8元 ,其中取砂区取砂朱合単介カ

11.42元 /m3(虚方 );

近据 5、 施工承包合同,近明 2008年 5月 16日 ,原告均

武銅公司答打 《施工承包合同》,井釣定招林文牟、投林文牟

及国数力合同的究成部分,及友包人負有提供施工場地地廣和



地下管回銭路資料、保通数据真実准挽、姐象国妖会常和向承

包人交底的又弁,政口呆逍反早致工期延長或分承包人造成損失

的,友包人賠僕経済損失,不子順延延浜的工期 ;

江据 6、 コ1量方条及工程並弁咲系単 (GT LXD 002),江

明 2008年 6月 ,原告就対第二林段 Hl、 H2施工区逹行浚

前淑1量 一事,ミ共口被告、監理部参か,井 出具 《瀕1量方案》;

近据 7、 浚前沢1量 国 (2008年 7月 6日 ),江明浚前淑1量

地形国丘示,吹填施工区実昧地形明丘低子没十施工国林高 ,

部分位置しヒ原浚十地形林高低了1.33.6米
;

江据 8、 工程並弁咲系単 (GT―LXD-005);

近据 9、 工程立弁咲系単 (GT LXD 010);

江据 10、 工fi立弁咲系単 (GT LXD 013)及 附件 1《永久

性国堰断面位畳没 it国底林高千施工前実淑1底林高対♭ヒ表》、

附件 2《永久性El堰断面位置浚汁国民林高千施工前実双1底林

高対しヒ国》 ;

江据 11、 工程並弁朕系単 (GT LXD 016);

江据 8-11,江 明吹填施工区実豚地形明丘低千浚汁施工国

林高,早致実需吹填量4超辻招林文件,原告元法按原没 it国

妖要求施工。対1ヒ ,原告週知武佃公司及監理部,井要求武4図

公司重新淑1量実隔水深丼提供新的没十施工国;

江据 12、 隻淑1国妖 (2008年 9月 ),江明浚十単位二航

院的隻淑1結果丘示,実隊水深明丘大手浚十水深 ;

江据 13、 美子北曰堰袋装回填振沖砂施工方案寺題会会決

妃要;

江据 14、 工程立券咲系単 (GT LXD-027)及 附件 1《北曰



堰末段回填砂増カロ量十算が 、附件 2《北国堰示意国》;

江据 13-14,江明因実昧水深大子浚十水深,武銅公司、

浚十単位交更北叡I El堰没廿,増加回填散沙 27718m3実 方 (折

合 34240m3虚方 );

II据 15、 《美子防城港銅鉄項目陥域形成及が岸工程西側

El堰地形カロ深后ナ岸相夫同趣的回隻》及附件 ;

江据 16、 工程立券咲系単 (GT―LXD 037)及附件 1《西叡|

曰堰地面高程降低后的底袋完度汁算表》、附件 2《西曰堰没

汁水深均実昧水深対叱示意国》;

江据 15-16,江明因実隊水深大千浚十水深,武 4図公司、

没十単位交更西叡1曰堰的浚十,オ艮据新浚十方案,西叡1曰堰装

砂底袋完度大幅度増加 ;

II据 17、 工程立弁咲系単 (GT―LXD-031)及附件 1《防城

港4図鉄項目階域形成、伊岸工程 (H林 )吹填区増カロエ程量十

算表 (共 13更 )》 、ilSI件 2《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十岸

工程 (H林 )西叡I EEl堰増カロエ程量十算表》,江明根据浚十単

位的地形水深夏双1結果,実昧工程量相対招林、浚十工程量大

幅増/J「 ;

江据 18、 工商登泥材料,江明武4図公司予 2008年 12月

23日 交更力被告片西銅鉄集囲有限公司;

江据 19、 工程立券咲系単西張 (GT LX卜 045),IIElll監理

部挽ス,戸村青、4二敏、莫桂初、張建攻等 27人力監理部代

表。被告挽汰,正明、文1大杯力被告立主代表 ;

江据 20、 浚工収1量 国鉄 (2011年 1月 24曰 );

江据 21、 防城港銅鉄項目階域形成及ゲ岸工程監理隻核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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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量十算悦明;

通据 20-21,I明 2011年 1月 24曰 ,監理部対工fi辻行

浚工沢1量 。監理部依据浚工双1量銃十数据作 《防城港4国 鉄項目

陪域形成及ケ岸工程監理隻核工fi量十算悦明》,核実吹填区

内′意完成吹填砂工fi量力 31290844m3実 方 (以 しヒ例豹 1.3折合

力 40678097.2m3虚方 )。 原告十算吹填部分増カロ量I I1 1、

H2区実隔吹填量共tt 4077.15万 m3,It算 結果均監理単位十

算結果相近。相対招林没十吹填量 3199.86万 m3増加了877.29

万 m3(均 力虚方 )。 根据 《投林文件》虚方妹合単倫力 11.42

元/m3,吹填聯 口量工fi款力 100186518元
;

江据 22、 施工工作報告 (2011年 3月 30日 ),近明原告

依据 《施工承包合同》禾口相美規定向被告提交了 《施工単位エ

作報告》,報告中明笥,因被告提供地反資料芦重偏差所早致

的工程増カロ量;

江据 23、 航道工程交工萩詮1交通ギ (疏浚 ),江明港池疏

浚単位工程千 2010年 8月 2日 交工,千 2011年 3月 5日 由被

告、浚十単位、監理単位常核週辻萩詮1文 ;

通据 24、 十岸及曰堰工程交工預詮牧江牟 (北曰堰、西日

堰 ),通明北曰堰、西曰堰工fi分男1千 2010年 3月 5日 、2010

年 8月 2曰 交工,井均千2011年 10月 12日 由被告、没十単位、

上理単位常核週辻萩詮1文 ;

江据 25、 工程交工預お1文 ill牟 (吹填 ),II明 吹填 I11

区、H2区工程千 2011年 1月 24日 交工,千 2012年 2月 24

曰由被告、没十単位、監理単位常核週辻萩お1文 ;

近据 26、 工程款支付近ギ,裁止至 2011年 6月 2日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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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共付款 50735万元。尚欠合同内工程款 65950118元 、吹填増

加工程款 100186518元 、日堰増カロ的工程款 18613172.59元 ,

欠款共+184749808.59元 ;

江据 27、 美子挽汰合同クト増加工程量的函;

江据 28、 《美子尽快亦理工程結算井支付工程款的函》由F

寄送速公近ギ;

江据 29、 美子再次催亦工程結算井付款的函;

江据 30、 工程款支付申清表及友文登泥表;

IIE据 27-30,IIE明 原告曽多次致函被告,井均監理単位、

被告会面向被告主K上述欠付工程款及増か工程介款,被告供

挽汰欠付的工程款 65950118元 ,但 対吹填増カロエ程款

100186518元 、国堰増加工程款 18613172.59元不予汰可;

江据 31、 陥域吹填施工国現明,IIE明没十四妖明挽工程虚

方量的洋如十算方法,但浚十部11未提供其掌握的参数△V2的

汁算公式。原告スカ浚汁 (基定 )部 11庄 当据此汁算工程的実

膵工程量,可瀕1算 出増カロ的工程量;

江据 32、 立券咲系単 (GT―LXD-083、 GT LXD-085),江 明

」lL曰堰 147-149(A16)断面因征地未落実,被告尚未対施工工作

面完成清表,且迩在工作面后方架没高圧屯筑和掩埋有地下水

管,不具有施工条件,原告元法施工
;

江据 33、 逃吻船舶浚各扱お単、退場船舶没各扱告単;

江据 34、 中国船須社船舶参数江明;

江据 33-34,江 明:1、 原告已投入足修工作残率的炎吸船

逃吻作立 (部分船舶: “4fL咲盛 1" 3800m3/h; “範九"

3000m3/L“ヵ尤"3000m3/h; “米港浚 66" 3500m3/h;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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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1450m3/h; “凱尤"1450m3/h; “同尤"1460m3/h),

符合合同的要求。2、 原告船舶修理退吻均向監理報告,在安羽}

同炎型船舶代替且取得監理牟面同意下方退笏;3、 2009年底 ,

取砂区已元砂可取,原告需要男行解決砂源,炎吸船己元立可

作,在監理的ギ面同意下安排退場。因此,被告所称要求オロ城

11466002.36元作力逍勾金没有依据 ;

江据 35、 航空行程単、卒票、住宿友票;

江据 36、 的事実現明;

江据 35-36,IIElll自 2013年 1月 起,原告代表 多次

至1防城港丼労工程管理部,催促支付工程款,申清工程結算 ,

提出挽大増カロエ程量及増加的工程費用等要求;

江据 37、 出具的催結、催1交辻程江明;

II据 38、 、 両人査看班lyJ的 困片;

江据 37-38,江明 2014年 11月 28日 ,原告代表 会

同咳工程項目変理 寿労了被告方代表_」J ll末 冨|′意指拝等,

向友包方提出尽快結算工程款,催牧欠付合同工程款及工程増

カロ的費用。 、 両人在被告陪同下査看現場 ;

江据 39、 美子赴貴司lll商解決《防城港銅鉄基地陪域形成、

夕岸工程第二林段施工合同》争決的咲系函;

江据 40、 会洪答到単;

江据 41、 休商会政文字泥永;

江据 42、 lll商会洪永音光盤;

江据 39-42,江明 2016年 5月 25日 ,被告代表邸効、彰

朝暉、巧工末、衰彦笙均原告代 、 等在原告七

楼接待室召升跡商会決,会洪中被告代表笏汰女口下事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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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曽到被告人催款,且被告代表曽陪同

及 到現場査看;2、 被告以合同力 “恙含包千合同"

力由,挽次合国内介款,不挽決増カロ的工程介款;3、 被告碗次

招投林扱介按照虚方量十算,虚方、実方換算♭ヒ率力釣 1.3;4、

被告承芳委托工程浚十単位二航院測算増加的工程量;

江据 43、 《美子llT商解決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ナ岸

工程第二林段施工合同多1分的函》,近明2016年 5月 25日 会

洪后,被告退退未提供増カロエ程量的核算文件,原告千 2016

年 7月 7日 友函催促被告尽快提供浚汁単位的核算文件,尽快

支付合国内工程款;

江据 44、 工程立券咲系単 (GT―LXD-079),江 llH原 告向被

型デタとtB GT一LXD-015、  016、  018、  027、  031、  037、  066、  067等

工程咲系単叶,被告未予回隻。2010年 12月 3日 ,原告向被

告友出 079号咲系単,要求被告向原告亦理、回夏上述咲系単。

江明被告在上述咲系単中的回夏力后ネト;

近据 45、 監理立弁咲系 (通知 )単 (2008年 6月 9日 );

江据 46、 上理立券咲系 (逍知 )単 (2008年 6月 13日 );

江据 45-46,江明2008年 6月 9日 ,被告、監理部要求原

告在施工前完成基拙淑1量工作:1.控十1点隻核;2、 施工控tll図

布浚;3、 施工放祥;4、 国堰原地面林高滑El堰軸銭方向毎 20

米淑|一介断面。控制′点隻核、施工控制図布浚、原地面双1量泣

在監理参菊下逃行。2008年 6月 13日 ,監理部向原告特友 GPS

控lll点 。原告水深夏核羹須以被告提供控制′点力前提,以後定

施工区域基準高度,否ス1沢1出 的水深力帯潮水的水深。被告

2008年 6月 13日 オ向原告友出控lll点 ,在此え前原告元及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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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被告提供的浚十困妖及工程量;

江据 47、 工程款支付申清表 (GH-0808);

江据 48、 工程款支付IIギ (」 L GH-0808);

江据 47-48,江明 2008年 8月 20日 ,原告向被告、監理

部友出 《工程款支付申青表》申扱核月累十完咸的工程数量井

要被告支付逃度款 監理部予以容九 2008年 9月 5日 ,被告、

監理部4常核原告付款申清和扱表,同意支付逃度款。II明原

告在二航院千 2008年 9月 隻双1前 己盗完成了部分工程量;

江据 49、 監理実施如只1,近明被告授枚監理部負責女口下事

外 1、 升工前向承包人提供控十1回 ′点,労堵承包人的双1量。2、

対辻吻船舶扱詮逃行中核,控十1申批船舶退場。3、 十算核実エ

程量十量 常核承包人提交的辻度款申清表 井提交立主常批;

江据 50、 工程庄用近明,IIE明 被告挽汰本案吹填足杵港池、

取砂区内的填料吹填至陪域形成区域,由子施工区原始地形カ

漆泥反淮漆,后期易形成漆泥包。原告已釆取措施防止漆泥包

的声生,保障施工反量。

在庭常ミ程中,4原告申清,本院同意,江人 出庭

作江,近明工程施工的相美如市;江人 出庭作江,江明

原告曽向被告主張ミ債枚。

被告姿廣IIE次力:

対江据 1-5的真実性没有昇袂,但汰力上述江据均不完整,

泣以被告提供的対泣江据力准。対江据 6的真実性、合法性没

有昇洪,対美咲性有昇洪,次力工程立券咲系単不能江明監理

参カロ井決可淑1量生呆的事実,《沢1量方案》没有得至1被告的挽

大。対江据 7的 三性均有昇洪,大力核江据未姪得被告和監理



同意。対江据 8-11的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洪,夫朕性有昇洪 ,

大力咲系単泥裁的内容供足原告単方昧述,没有江据江実,且

核姐江据中立主多次表示夏瀕1結果未得至1浚十院碗決,工程量

汁算力′意介包千,而原告未提出昇洪,墾須逃行施工。対近据

12的三性有昇決,次力隻淑1国鉄是原告週ミ不当的手段取得 ,

且圏妖供江明隻双1的水深,不影哺合同勾定 “恙介包千"的数

力。対近据 13、 14的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洪,対美咲性有昇

洪,スカ和原告的主張元美。対江据 15、 16的真実性、合法性

没有昇洪,対美瑛性有昇決,大力没十単位供対西叡I El堰逃行

調整,井未対其他施工逃行調整,立主単位意見注明
`意
介包千、

工程款不予増カロ,原告1交至1回 隻后併然墾紋施工,表明其次可

合同
`意
介包千。対江据 17的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洪,対美咲

性有昇袂,次力工程量増カロ供足原告単方陳述,未得至1監理、

浚十、立主的挽汰,ユ立主意兄同祥注明′き介包千。対江据 18

的三性没有昇決。対江据 19的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決,対美

咲性有昇洪,次力被告単位員工足真実的,但監理単位的 27

人供挽大其力監理貝工,不能碗大力監理代表。対江据 20、 21

的真実性没有昇洪,合法性、美咲性有昇洪,大力原告接虚方

十算的意兄,和実昧不符,工程恙介泣以施工合同碗定的恙介

力准。対江据22的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決,対美咲性有昇洪,

スカ咳施工的工作扱告属子原告的単方除述,不能江明被告的

国妖有重大偏差,不能作力追カロエ程量的依据。対江据 23、 24、

25的真央性、合法性没有昇洪,但亥江据ilE明 原告没有接照合

同釣定的工程完工,泣 当相泣オロ城工程款。対江据 26的真実性、

合法性没昇洪,対美咲性有昇洪,次力咳江据不能江明欠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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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数額,又不能江明吹填、国堰工程款的事共和数額。対

逓‐I127-30中 公江事的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洪,対夫朕性有

昇決,次力公逓丈出具的公江ギ由「寄叶同是 2015年 10月 10

日,己盗超ミ了法定 2年訴松叶歿的叶同,且原告的函件中只

現至1了 亦理正式工程箸算井支付工程余款,但没有具体的金額 ,

因llL不 能作力原告向被告主弘債枚的依据。除1ヒ之外的江据的

三性均有昇袂,大力本案工fi萩お1文后,原告未向被告辻行催

1文工程款。2008年 7月 ,被告明硫拒亀追カロエ程款后,原告也

未提出任何追索。本案的起訴已笙超ミ訴松叶数。対近据 31

的真実性元昇洪,美咲性有昇洪,大力不能江明原告似通事実,

核近据也未提至1虚方的概念和十算方法。対近据 32的 真実性元

昇洪,美咲性有昇決,スカ征地未落実,工作面未清表等内容

是原告的単方昧述,没有得至1監理部、被告的補次,也没有其

セ江据江明,因 147149(A16)断 面未完成,被告有叔オロ除エ

程款 356815元。咳工程款わ城,井不政交 “固定″意介",固定

恙倫足以承包方完成全部工fi施エカ前提条件,没有完成全部

工程,並 主当然有枚オロ城工程款。対近据 33的 真実性没有昇洪 ,

対江据 34的 真実性有昇洪,大力船須社出具的江明中益章的単

位片州分社,核単位是否存在,足 否独立主体 ,原 告没有江明,

被告也不了解。江据 33、 34逓 明了原告没有按承透在施工后及

叶提供符合条件的船舶井保持不高升現場,速也足早致工期延

浜的原因え一,泣接合同承担 H466002.36元逍釣責任。対江

据 35的真宴性没有昇洪。対江据 36、 37的 真実性有昇洪,因

力江人透没有完成出庭作江的又弁,只足他的 l・ 方面昧辻,而

机票行程単、キ票、住宿友票等不能江 去防



城港井労ミ被告、催牧工程款等事宜。対IIE据 38真実性、合法

性有昇洪,スカ拍照未取得照片中人員同意,不具有合法性 ,

ユ照片中国像不清,不能碗定照片中人員身分和咳照片形成的

吋同。対iI据 39的真実性没有昇洪,対美咲性有昇洪,スカ咳

咲系函供表迷了被告有解決争洪井似丼労原告的城意,不杓成

対任何事実的承ス。対江据 40-42的 三性均有昇洪:真実性方

面,没有制作的悦明,永音不完整,不能反映会淡中真実情汎,

江据 41《会袂氾永》与江据 42《会袂永音》的永音資料内容芦

重不符,原告有意集茨井遺漏大量事実。合法性方面,原告倫

永音未取得被告同意,有逹城実信用原ス1,被告人員在不知情

永音的情汎下,本着和解的減意来商淡,准 以保江毎一句活都

足真実意思表示。美咲性方面,不能江明原告似江明的事実。

対江据 43的三性均有昇洪,咳文件力原告自行似定,内容均事

実不符。且由F寄単不能江明由F件 内所附就是咳文件,也元任何

答牧人員的答字。対江据 44真実性没有昇洪,美咲性有昇洪 ,

うにり々イ宇り(塀R4字メ+ 015、  016、  018、  027、  031、  037、  066、  067

号咲系単的答隻わ叶同庄以上述咲系単原件泥裁力准。対江据

45-49的 真実性、合法性元昇洪,但対美咲性、江明力不予大

江,原告的悦明逍背合同,ミ背事実,有張烈的浜早仮向,影

噛合袂庭芽1断。対江据 50的三性没有昇洪。対江人 的江

言,被告反江スカ 力原告公司貝工,其出庭祝力仇行原

告公司取弁行力,属単方踪述,且元任何江据予以佐江,共江

言没有江IIP数力。原告代理人的友 1司属千秀早江人作江,真実

性均合法性存疑 回答不泣対寺立同趣作出ナ1断和解粋 ,

其回答不具有残力,其在法庭上的大量昧述有江据江明与事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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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対 的反逓意兄汰力江人系原告公司貝工,其 出庭

祝力仇行原告公司取券行力,属単方陳述,且元任何江据予以

佐IIE,其江言没有江明残力。

被告向法庭提交下ダ1江据,以支持其抗丼理由:

第一_a■ 江据 :

江据 1、 2008年 3月 28曰 《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

デ岸工程邊清招林文件》,IIE明 渉案工程的招林文件明碗采用

“固定
`意
介"(ヌ

F′こ介包千 )合同,咳招林文件属要釣邊清 ,

一三中林日F友生承芳的法律数力;

IIE据 2、 《防城港4図鉄項目陪域形成、デ岸工程施工招林

第二林段投林文件》,II明 原告在投林文件中完全同意招林文

件中碗定的 “固定恙介"結算方式,透明挽了 “固定′意介"的

具体数額;

江据 3、 《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十岸工程施工招林

第二林段施工承包合同》,江明双方答資了施工承包合同,井

挽定咳′意工程款力 583,300,118元 的施工合同是 “固定恙介"

合同,除不可抗カクト,不再作調整 ;

江据 4、 工程立芥咲系単 (GT―LXD 005号 、10号 、16号 、

27号 、31号 、37号 ),II明 原告所称的増カロエ程量没有得至1

浚十単位或監理単位的汰可,被告張凋接照 “固定恙介"的合

同豹定,原告在牧至1回 隻后也没有昇洪,墾須施工
;

江据 5、 2008年 7月 分工程逃度銃十表,《工程預付款支

付江ギ》 (縮号:」 L―GH001号 、002号 、003号 )、 《工程款

支付江ギ》 (縮号 JL一GH 0807号 ),江明原告在 2008年 7月

4曰 沢1量叶,宗合供完成合同恙工程量的 2.08%,被告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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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己近近大手原告已完成工程量所能荻得的工程款,原告

在被告声llH力 “固定
`こ
介"合同后未提昇決墾須完成項目施工;

江据 6、 2008年 8月 、9月 分工程逃度銃十表,《工程萩

付款IIE牟 》 (縮号」L一G卜 0808号 、JL―GH-0809号 ),江明在 9

月隻淑1叶 ,原告家合供完成合同′意工程量的 12.65%,被告支

付的工程款己坦坦大手原告己完成工程量所能荻得的工程款 ,

原告在被告声IIn力 “固定恙介"合同后未提昇決墾須完成項目

施工。

第二俎江据:

江据 1、 2008年 3月 28曰 《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

十岸工程邊清招林文件》,江明原告 (投林人 )有枚禾1、 也有

又券在投林前対施工現場自行逃行勘察,井 自行決定是否投林 ,

ユ対其泣当自行承担凩隆和責任的情形作出了llH挽 的規定;

江据 2、 防城港銅鉄項目階域形成、十岸工程施工招林 (技

本部分ネト充資料 );

江据 3、 招林国妖;

第二俎江据的江据 1-3,共同江明招林文件的勘察扱告、

招林四妖足由浚十単位接照国家林准和規疱没汁井提供的,是

符合法定要求的文件,足准挽元浜的文件;

江据 4、 2008年 4月 14日 《防城港/flXl鉄項目階域形成、

十岸工程施工招林第二林段投林文件》,江明原告在投林前己

踏勘項目現場,清楚施工区域地形,已考慮各辞工程八隆,十

入其投林扱介え中;

IIE据 5、 工程升工扱常表 (縮号:GT―KGBS-01),IIE明 施

工区域己千2008年 5月 18日 移交原告逃行管理;



江据 6、 立芥咲系単 (GT―LXD-005),江 明原告在升工前

対施工区域逃行了双1量 ,了解均接受施工区域的地反条件 ;

江据 7、 没十四交底会洪妃要;

近据 8、 浚十国常査会政妃要;

第二俎江据的江据 7-8,共同江明被告己履行合同豹定的

交底文弁,原告己完全決可所提供的水深数据;

逓据 9、 原告 《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ゲ岸工程第二

林段階域形成工程施工工作扱告》;

江据 10、 会決究要 (桂監究 [2008]007号 );

第二姐江据的江据 910,共 同江明升工后因施工早致原始

地形友生変化,再沢1量的数据IR友包叶在客現上必然友生交化;

江据 11、 工程立券咲系単 (GT LXD 008)及附表原告自吸

自噴取砂船清単,江明原告提供的采砂船只属千各自的私人老

板,准 以上管,施工区内経常友生不按規疱施工情形,評重破

杯地形 ;

江据 12、 没十院 2008年 9月 隻淑1国妖,IIIl1 9月 隻淑1実

昧劣果,隻沢1筆果不影噛本案工程款接 “固定
`ζ
介"結算的数

力;

江据 13、 2011年 2月 20日 《中期十量江ギ》、 《監理隻

核工程量十算現明》,江明実昧工程量井未超出合同工f_i量。

第二俎江据:

IIE据 1、 《監理単位工作報告》;

江据 2、 《施工工作報告》;

江据 3、 《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デ岸工程施工招林

第二林段施工承包合同》;



第二姐江据的江据 1-3,共同江明原告未接合同釣定的叶

同完工,延浜 45企叶同単位,接照合同豹定庄八工程款中オロ除

5733001.18元作力逹釣金不予支付;

江据 4、 《防城港銅鉄項目階域形成、伊岸工程施工招林

第二林段施工承包合同》;

江据 5、 対似投入浚各的承芳牟;

江据 6、 本項目陪域形成、十岸工程第二林段施工逃度的

咲系函 (二 );

第二姐IIE据的江据 4-6,共 同江明原告未接合同釣定和承

労投入施工没各 ,依 据合 同釣定泣八工程款 中榊除

11,466,002.36元作力逹豹金不予支付;

江据 7、 工程立弁咲系単 (縮号:GT―LXD 085),IIE明 原告

未完成曰堰工程,泣八工程款中わ除 356815.00元不子支付;

江据 8、 施工合同技木附件:《技木規格ギ》 (招林編

要ナ:GS(1)2008018Y);

II据 9、 《完成工程任券的咲系函》工管函 [2011]030

号、039号 、045号 ;《隻函》穂道函字 (2011)48号 、70号 ;

IIE据 10、 《工程量清単扱介表》、《防城港銅鉄基地項目

仝場軟土工程洪泥上方汁算》;

近据 11、 《防城港4図鉄項目陪域形成、十岸工程施工招林

第二林段施工承包合同》;

第二俎江据 8-11,共 同江明原告未依合同豹定対吹填区域

逃行机械平整,至今尚有 1056013万平方漆泥未徴清理,座よ

工程款中オロ除机械平整的費用。因核反量同趣所造成被告的板

失近超辻反保金数叡,因此元需退迩反保金 28665005元 。



第四俎江据:原告企立概汎資料及立鏡信誉資料,II明原

告的並安、技木化勢、行止影噛力,在本案中是技末、4略完

全占仇勢的一方。

在庭常辻程中,た被告申清,本院同意,江人巧 17末 出庭

作江,江明叶戒同趣;江人五明出た作江,江明本案合同′き倫

系′意介包千。

原告笙反江大力:

第一俎江据中,対江据 14的 三性元昇洪,但対江明内容

有昇洪;対江据 5、 6的合法性没有昇洪,因足被告内部文件 ,

使対原告代表答名的文件衝汰其真実性,但対通据的夫咲性和

江明内容有昇決,大力よ近据 5不 能推浴足企′意承包合同,更

不能iWL力 由千被告的原因早致工程量増加不子支付賠僕。同祥

通据 6江明原告墾須施工,不能江明原告対恙介包千的意兄没

有昇決。原告可以依据合同追充被告的逍豹責任。

第二俎江据中,江据 14也足第一生江据的江据 1-3,廣

江意見一致。対江据 5的 三性元昇洪。iIE据 6属千第一俎江据

的江据 4え一,反 II意几一致。対江据 7、 江据 8的真実性没

有昇袂,対江明内容有昇洪,履行交底又弁是要提交准硫施エ

国数,准魂没十数据,所 以被告没有履行交底文弁,会洪泥永

里也井没有任何条款悦原告人可所提供的数据或免除被告金t豹

責任。対江据 9、 江据 10的 三性元昇袂,但対江明内容有昇洪 ,

被告一方面悦 2008年 6月 起原告派了80艘船光場施工,男 一

方面現原告派船不影,早致工期延浜,丘然自相矛盾。男外原

告杵 280万立方米沙泥吹填到吹填区,水深只有交浅不会交深 ,

コ1量的箱呆増カロ的工程量只会交少,不会交大。被告委托没十

24



院夏沢1,隻淑1的結果じヒ原告、被告、監理単位共同沢1量井元根

本性変化。対江据 11的真実性没有昇洪,対美咲性和IIIIn内 容

有昇洪。因力咲系単反映的足船舶有夕1分,足否准以管理和本

条的沢1量結果没有美咲。対江据 12的三性均元昇洪。対他的江

明内容有昇決。浚十院的九月分的水深国鉄恰恰能杉佐近原告、

被告、監理部11共同在 7月 分測量的数据是准碗的,両分国妖

都可以作力浚前施エロ的依据。江据 13的三性元昇洪。江明内

容有昇決,大力被告的浚十国妖和悦明己盗明碗工程量的十算

是以虚方十算,監理単位没有把実方換算力虚方,逹反了合同

和国妖,足借浜的。

第二_a■江据中:因原告対IIE据 1不 了解,対セ的真実性不

友表意几,対セ的合法性、美咲性元昇洪。江据 2足原告提交

的江据 22,江据 3足被告第一俎江据的江据 3,反江意兄一致。

対江明内容有昇決,原告足以被告抱欠工程款及没有追カロエ程

款提起訴公,是分付え訴,女口呆被告決力原告逹釣,泣 当承担

迪釣責任,泣 当男案提起訴松。対江据 4足被告第一俎II据的

逓据 3,反江意几一致。対江据 5的 三性元昇決。但対江明内

容有昇袂,ユ然原告没有派掟尤等船,但有派其他功率相等或

相近的船舶。替換足役正常的,井没有逹豹え現。対江据 6的

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決,仁足対江明内容有昇袂,スカ逮足

2009年 6月 分的函件,原告船舶在 2008年 5月分已変逃場 ,

至12009年 6月 己変一年,咳抽的沙已盗抽完,只 能八階地屹沙

或者采沙,派再多的船也没有月,不存在原告不履行承労え現。

対江襴 的真実性、合法性没有昇洪,但被告没有提供一介相

配套的 083号工程並券咲系単,速能修江明被告没有去完成征



地早致的工程延期。江据 8是第一俎近据的近据 3的 一部分 ,

廣江意兄一致,I据 9因被告都提供ミ也4原 告晨近迪了,不

再重隻廣近。対近明内容有昇洪,在浚工詮 1文的文件里,己径

IIn珀 符合浚ェ条件,近ミ預聡1文 ,逮滉明工程是符合平整条件

的。同叶,女口呆被告汰力原告逍釣,可 以男案提起訴淡,向原

告索賠。対江据 10的 三性均有昇洪,該近据足被告不口第二人カ

了訴松目的而キ1作 的文件,原告没有就第一林段辻行吹填也没

有答河合同,所 以核江据没有真実性禾口合法性,且渉案工程已

盗週ミ了預詮牧,江明工程足合格的,不存在要求原告清理漆

泥。江据 11足被告第一姐近据的近据 3,廣江意兄一致。合同

已笙お牧合格,日堰工fi的保皮期一年已盗超辻,吹填工程没

有保廣期,而合同已盗完工,現被告又提出オロ除庚保金没有事

実禾口法律依据。対第四姐江据的三性元昇洪,但対江明的内容

有昇袂,次力有施工方面的能力,不影詢双方依据合同履行文

弁,技木的高低,不能江明是否ミ豹。

対II人止明的江言,原告廣江次力江人曽盗労チミ江据交

換,根据民事訴松法的規定江人不得労チ庭常。対江人島工末

的江言,原告廣近次力通人曽変労嘴ミ江据交換,根据民事訴

松法的17t定江人不得労嘴庭常。且通人的江言利原告的永音江

据相矛盾,近明近人微了虚仮昧述。

オR据原告的申清,本院委托中交第二航弁工程勘茶浚十院

有限公司対渉案工程増カロエl_i言逃行蜃定,各定人姪些定,出

具 《防城港4国 鉄項目陪域形成、十岸工fi第二林段夏核報告》

(下称隻核報告),シ公司委派高須工程りT莫建新出庭対与隻

核報告有美的同趣接受廣洵。



原告反江汰力,咳 《夏核扱告》遺漏部分増量。

被告廣江汰力,本案固定′き介不可突破,因此基定意兄不

能作力決定本条事実的江据,ユ基定意兄只表明了 2008年 9

月隻淑1地形国均原施工圏地形差昇和早致的工程量交化,男 クト

核基定劣沿存在超越委托枚限,超越基定疱曰等同趣。

本院対原告提供IIE据的汰江意几:

対原告提交的IIE据 18和 II据 50,被告汰可其真実性、合

法性、美咲性,故本院対上述江据的三性予以挽汰 ;

対江据 1-5,被告決可其真実性,只是大力其不完整,但

是否完整不影嗚其真実均否,旦被告也提供了完整的文本作カ

被告方江据,也 4原告庚江挽汰其三性,故本院亦汰可上述江

据的真実性、合法性、美咲性;

対IIE据 6、 近据 8-11、 江据 13-17、 IIE据 19-26、 江据 45-49,

被告汰可其真実性、合法性,不汰可其美瑛性,理由足対江据

的江llH内 容不予大可,但上述江据均均本条有実反上咲系,能

杉近明本案某一方面的事実,足否能杉江明原告所主張的内容

不影詢江据的美朕性,故本院対其三性亦予以挽大,其江IIn内

容和江明力大小結合本条其他近据予以挽定 ;

対江据 31-33、 江据 35、 江据 39、 江据 44,被告対其真

実性予以大可,対合法性未予友表意兄,対夫咲性有昇洪,次

力不能IIE明 原告想要江lln的 内容。本院次力上述近据的主体、

形式、来源合法,ユ姪ミ当庭庚江,当事人不友表合法性意兄

不影噛其合法性。同祥,上述江据均本案有実皮性咲系,供決

力不能江明原告想要江I1/1的 内容不影哨江据的美咲性,故本院

対上述江据的三性亦予以挽ス,其江明内容和近明力大小結合



本条其他江据予以挽定:

対江据 7、 江据 2730、 通据 34、 江据 36-38、 江据 4043,

被告均不予大可其真実性、合法性、美朕性。本院決力,江据

7,2008年 7月 6日 《浚前双1量 国》,其沢1量笙呆丘示水深和

招投林叶的没廿国鉄存在差昇,速一双1量結沿均基定扱告箱沿

一致,也被后紋友生的事実所近実,故本院対此予以挽決其真

実性。但対双1量 国上裁明的測量数据,因事后末得至1被告和監

理的珀汰,原告自身亦不具有淑1量炎廣,且瀕1量数据有基定扱

告存在差昇,故本院不予珀次其真実性、合法性;江据 2730,

被告ス大可公近ギ的真実性,対其中函件的内容的真実性不予

大可,同 時以未送迷公司登泥注冊的地址力由否大1文 至1該江据。

但朱合仝案的江据来看,核江据姪辻公江机美公江,被告亦牧

至1咳信件,且未能提供近据反駁其1文至1的信件不足遼伶江据 ,

故本院対核近据的三性予以大可。対江据 34《 中国1告象社1告舶

参数近明》,被告以不了解中国語須社庁州分社是否具有姿廣

力由,不予決可江据的iI明力,仁 中国船須社片州分社具有船

舶大近的相美姿反,原告亦提供了江据的原件,故本院対核江

据的三性亦予以決可;対江据 3638, 、 的情況

悦明和拍撮的照片,其 中 禾 出庭作江井接受了原、

被告的皮洵,其江言和情汎悦明均机票、汽キ票、住宿友票等

江据相印江,亦符合常理。西人多次千里4坦走至1防城港,在

汰力被告抱欠工fi款的情汎下不可能対工程款催1丈只字不提。

被告丼称原告址来ス是力了解決工程況降同題,未淡及催1文エ

程款,但被告的工程出現了同趣,依常理泣当由被告友函或屯

活逍知原告址来解決,甚至泣当主功至1片 州我原告祢商,要求



解決。但八被告提交的II据来看,供在 2011年 6月 前和原告llT

商辻工程況降的同題,其后的数年叶同只有原告代表多次我被

告,不兄被告我原告,被告的丼解不合常理。最后,コF使真的

只足淡及工程況降同題,接常理亦泣渉及到要求賠僕、抵わ等

日趣,也飴然渉及rll伐款同趣,故被告的井解理由本院不予釆

信,対原告的江据 36、 江据 37的 三性子以汰可。対拍授的照

片,被告未挙江江明核照片存在佛造、交照等情況,咳照片系

在公升場合正常拍援,不侵権 1被拍援者的合法収益,且照片

的内容系渉案工程所在地,故本院汰可其真実性、合法性、美

咲性。至千被告スカ不能丼汰照片中的人物和拍照的叶同,属

IIE据的江明内容和江明力大小同題,本院妹合仝案IIE据予以考

量。対江据 40-43,《会洪答至1単》、 《会袂泥永》和 《会袂

永音》,其中 《会袂答到単》被告量否汰其三性,仁井未提出

江据江明其中被告代表的答字或咳江据存在佛造、交造的情況,

核江据形式、来源、制作主体合法,赤均本条的其他江据相 FIJ

江,故本院対其真実性、合法性、美咲性予以決可;対 《会決

泥永》和 《会袂永音》,原、被告llT商一致明碗提出会袂的内

容不作力条件的江据,在此基拙上被告微出的昧述有可能足基

予解決条件的需要倣出■歩,本身不具有法律残力,共対某些

事項的承汰亦不杓成法律上的自ス。原告在承芳会洪内容不作

力条件江据的情汎下,逹背承透十1作的江据快え合法性,本院

不予汰可。対IIE人 、 的江人II言 ,被告量決力其

系原告公司的駆貝,属予単方昧迷,不具有江明力,但根据《民

事訴淡法》第七十二条的規定,凡足知道条件情況的単位和企

人,都 有又外出庭作江,故江人的身分不影噛其江言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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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要其真央,即具有江明力,至千江明力大小結合本案其他江

据予以決定。被告人力原告代理人的友同有浜早,江人的回答

渉及寺立性同題,但江人根据友同回答同趣系作il■ 的枚不1和 又

弁,至千是否近当山本院結合其他江据予以決定,故本院魂次

其合法性、美咲性。至千被告大力江人張村彬的江言均事実不

符,本院格磐合 /・NttIIE据 非1断其是否真実。

本院対被告提供iI据的決近意兄:

原告対被告提供的第一姐近据的江据 1-4,第 二俎近据的

江据 16、 江据 9、 江据 10、 近据 12、 江据 13,第 二俎江据的

江据 25,近据 8、 江据 11和第四俎江据的三性均元昇洪,供対

近明内容有昇洪,本院碗ス上途逓据的真実性、合法性、美咲

性,其江明内容和江明力大小朱合本案其他逓据予以角定 ;

対第二俎迂据的江据 7、 通据 8、 江据 11,原 告珀汰其真

実性,対合法性、美咲性未友表意兄,不大可其近明内容,本

院決力上述近据的主体、形式、来源合法,且盗ミ当庭反逓 ,

当事人不友表合法性意見不影噛其合法性,同祥,上途江据均

本案有実廣性咲系,本院対上辻江据的三性亦予以衝袂,其近

明内容和江明力大小箱合本案其他江据予以晩定;

対第二俎江据的江据 6、 江据 7,原 告袂可其真実性、合

法性,対美咲性不友表意兄,対江明内容不予決可,但上途IIE

据均均本案有実廣上咲系,能彰近明本案某一方面的事実,是

否能彰江明被告IF「 主張的内容不影噛江据的美咲性,故本院対

其三性亦予以衝ス,其江明内容和江明力大小名合本案其他逓

据予以碗定 ;

対第一姐近据的江据 5、 江据 6,原 告ス可其合法性,供



大可有原告代表答名的文件的真実性,対美朕性和江明内容有

昇洪,本院汰力上述江据是付款支付江牟和工程逃度筑十表 ,

均本案有実反性咲系,原告未対江据的真実性提出碗有実据的

反駁意兄,両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江据原件,故本院汰可其真実

性、合法性,夫咲性;

対第二姐江据的近据 1《監理単位工作扱告》,原告汰可

其合法性、美咲性,但因汰力和原告元美,故対真実性不友表

意几,被告当庭提交了II据原件供原告廣江,故本院対其三性

均予以碗汰;対第二_//1江据的江据 9,原 、被告美子工程任券

往来函件,原 告在反iIE叶汰力被告此前已対同一IIE据逃行挙江,

故以不重隻友表意見力由,対咳IIE据的三性未友表意几。被告

在庭上提交了江据原件逃行核対,ユ妹合当事人双方提交的其

他江据和友表的丼発意几,可 以挽汰其真実性、合法性、美咲

性;対第二姐江据的江据 10,系 中鉄上海工程局集囲有限公司

出具的 《工程量清単扱介表》均本条井元実反美系,原告亦不

決可咳IIE据的三性,故本院対咳江据的真実性、合法性、美咲

性不予碗決。対江人藍明、乃工末的江言,因其労チ辻庭前近

据交換,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民事折公江据的若千規定》

第58条的規定,江人不得労チ法庭常理,洵同江人叶,共他江

人不得在場。故核江人IIE言ミ反了禁止性規定,不具有合法性,

不能作力常理条件的依据。

本院対基定机杓出具的 《隻核扱告》袂江意几:

浚十単位二航院作力基定机杓出具的 《隻核扱告》,系依

据法定程序委托合法的具有基定姿皮的机杓作出的基定結搭 ,

井盗当事人双方当庭反江,基定人出庭接受皮洵,原告汰力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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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工程量基定人已作出現IIn,被告汰力基定結沿不影噛恙倫

包千的合同豹定,但咳意几不影噛基定結浴的真冥性、合法性、

美咲性,其大力基定超越了枚限和疱El,巻定人亦作出了滉明:

隔堰工程量属千吹填的一部分,而隆起修正供有如微差男1,但

基本一致,ユ足基定的必要条件,本院決力被告的反近意兄不

杓成対巻定劣発合法性的否定,故本院対核 《隻核扱告》的三

性予以挽汰。

鰊合以上決定的江据和双方当事人昧述,本院査明本案事実

女口下:

2008年 3月 18日 ,武 4図公司向原告友出防城港銅鉄項目

陪域形成、ケ岸工程的施工 《邊清招林文件》,文件中附帯由

二航院淑1量浚サ的 《勘察報告》、 《招林困妖》、 《工程量清

単》、 《技木規格ギ》等。 《邊清招林文件》第 7更第一章招

林須知及附表 1.1項 ,工程疱曰及林段支1分,第二林段:形成

lEl堰 4891m,升乾港池 81.42万 1n3,吹填上方 574.16万 m3,

取砂 1614.14万 1n3,形成陪域 337.9万 n13;第 9頁 5.1条 :“招

林人格接照附表第 15項所述叶同,投林人自行対工程現場及周

El不境邊行踏勘,以便投林人荻取編制投林文件和答署合同所

需的資料";5.2条: “招林人向投林人提供的有美現物的姿

料和数据,是招林人現有的能被投林人利用的資料,招林人対

投林人由比而作的推発、理解和結沿均不負責";第 10更 7.1

条,国妖、工程量清単力工程招林文件内容;第 11更招林文件

的編+1,11.2.6条 ,投林文件扱介接照工程量清単分項扱介 ;

第 13更 13.1.1条 “本工程投林扱介釆用工程量清単扱介,エ

程合同介款采用固定′こ介款合同方式";第 13.1.4条 “投林人



的投林′意扱介已径包括咸本、不1潤 、規費和税金各項泣有費用

以及各稗不可預几費用、特殊施工方案措施費和特殊安全措施

費等,一旦投林人中林,実行
`こ
扱介包千。投林人根据本企並

的盗菅状況、技木力量、管理水平和己掌握的市1/猾格結息,

自主投林報介。投林人在扱介叶泣考慮各fll八隆因素和承受能

力。但不得以低千其企立成本的投林介党林";第 13.1.5条

“投林人泣充分了解工程項目自然条件和施工条件,任何因忽

祝或浜解工程項目自然条件和施工条件而早致的索賠或工期延

K申清格不荻批准";第 14更 13.1.10.1条 跛 林人在友出招

林文件的同時,向投林人友放国妖和工fiE量清単,招林人所提

供的工程量清単,泣汰力己包括本工程的所有項目……",

13.1.10.2条 “工程量,こ造介必須萄投林函中文字表示的投扱

介一致";第 38更 37.2条 “友生争洪嵐 除♯出現女口下情汎,

双方都庄墾須履行合同,保持逹須施L保ナ好已完工程 (1)

単方ミ釣早致合同己元法履行,双方協洪停止施工;(2)凋解

要求停止施工,且力双方接受;(3)仲裁机胸要求停止施工
;

(4)法院要求停止施工";第 65更 ,工程量清単和技木規格

ギ “本工程量清単和技木規格ギ由招林人向投林人友放,工程

量清単和技木規格ギ均投林須知、合同条件、合同llT決条款、

工程規疱和国久一起使用";《技木規格牟》第67天,反量栓

詮,401.3条 ,回填平均高程允4偏差+0.2米 ,回填最大高程

偏差盗ミ机械平整±0.3米 栓詮方法 用水准供器配合埜牛、

仝堵供或 RTK―DGPS瀕1量 ,IEx最大偏差値。

2008年 4月 7日 ,武銅公司向各投林人友出《技本部分答

疑》,咳答疑第15条: “上方吹填中,虚方実方差距校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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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了嘲「些因素而得至1的 ?答:回填工程量虚方,包括口填上

況降、回填土固結和原土況降;吹填工程量虚方包括回填上汎

降、回填上回結和原土汎降和吹填流失工程―i。 ";第 31条 :

¶ 倫工程量是否以填方 (実方 )力 准?答:以乾方力准";4

月 9日 《招林文件答疑更正》第 31条的答隻更正力: “陪域回

填以填方力准;吹填以疏浚工程量力准"。 4月 11日 ,二航

院向原告友出 《第二林段工程量清単》,交更 1万、2万叱須

4共乾泥砂力 764.49万 m3、 取砂区取砂力 2342.87万 m3。

2008年 4月 14曰 ,原告向式4因公司友出 《防城港銅鉄項

目階域形成、デ岸工程施工招林第二林段投林文件》,第 22

更 《投林函》第 1条: “…….盗踏勘項目現場和研究上述文件

的投林須知、合同条款、国妖、工程反量林准、工程量清単及

其他有美文件后,我方尽意接招林文件要求扱両介介,印 (1)

恙倫扱介:人民市 (大写)伍化拐1任基佑ム拾万零壼信萱拾拐|

元;(2)… …P'。 第 2条: “……女口果招林人接照上述扱介(1)

定林,我方尽意以上述扱介国妖、合同条款、工程定没林准わ

工程量清単的条件要求承包防城港4国 鉄項目陽域形成、十岸工

程施工招林第二林段的施工、竣工,井承担任何反量鉄陥保修

責任。":第 3132頁分部分項工程清単十倫表,列 出27項分

項工程朱合単倫。

2008年 5月 16日,原告萄武4因公司答打《施工承包合同》。

第 2頁第二条合同倫款:“本工fi釆用固定″

`介
げFI意包千倫 )

合同方式招林挽定,恙含力人民市¥573300118元 。……・其固定

恙介除不可抗カクト,不再作調整";第 6頁,1.21条  “索賠 :

指合同履行辻程中,対千井J卜 自己的ミ借,両足庄由対方承担



責任的情況造咸的実昧損失,向対方提出盗済ネト僕和 (或 )エ

期順延的要求";2.1条 : “合同文件生成及解粋順序, 1、

本合同llT洪七 2、 本合同条款;3、 中林週知牟;4、 投林牟及

其附件;5、 招林文件和ネト遺ギ,以及均此有美的部分;6、 林

准、規疱及有美技本文件;7、 国妖;8、 共他有美文件";第

7更第 4.1条: “友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圏気的曰期和套数:合

同答資え日起 5企工作日内提供一式四分仝套国妖";第 9天

第 8.1条第 (1)項釣定: “升工前七日完成。升工前友包人亦

理土地征用……清除地表、架杢和地下障碍等";第 (4)項豹

定: “友包人負責提供施工場地地庚和地下管囲銭路資料,保

近数据真実准碗。工程地反和地下管銭資料提供的叶同:升エ

7日 前提供";第 (7)項釣定: “施工前友包人負責俎須承包

人rII浚十単位逃行圏妖会常 向承包人交嵐 "第 8.3条釣定:

“友包人未能履行 8.1款各項文券,早致工期延浜或分承包人

造成板失的,友包人賠僕姪済板失,不予版延延浜的工期";

第 13更第 13.1条: “因下列原因造成工期延浜,4工程りT挽

大,工期相泣販延:(1)友包人未能接合同条款釣定提供国妖

及升工条件"; 第 21更第 31条: “碗定交更介款 (元 )";

第 24更 ,第 35.1(3)条 : “友包人不履行合同叉券或不接合

同豹定履行又券的其他情汎。友包人承担ミ釣責任,賠僕因逹

力分承包人造成的盗済抜失,工期 1司 趣休商解決……"。

2008年 5月 18日 ,原告対 H-1分割国堰末段部分逃行施

工前双1量。 5月 19日 ,武銅公司、監理部同意原告子 2008年

5月 20日 升工。5月 27日 ,武銅公司及監理部向原告逃行施エ

圏妖交底,其 中ケ岸曰堰、陪域形成的施工国妖釆用二航院



2008年 4月 C版四妖。

6月 28日 ,原告以《工程立券咲系単》形式ミ知武4因公司、

監理部格対第二林段逃行浚前淑1量 ,清武銅公司、監理部派代

表参カロ,井附 《水下地形淑1量方案》,監理机杓監理工程りT莫

桂初、恙監理工程りT軍徳件在 《工程立弁咲系単》答上監理机

杓意兄:同 意接咳方案双1量 ,井監上監理部的公章。

7月 4日 6日 ,原告項目部会同立主、監理部有美技木人

員対第二林段階域形成Ⅱ-1区、II-2区選行地形水深淑1量。瀕|

量結果昆示階域形成地形林高♭ヒ浚十施工圏所示林高低。

7月 31日 ,原告又以 《工程立券咲系単》向武銅公司、監

理部報告美子貼域形成実昧吹填工程量増カロ事宜,称:7月 4

日-6日 ,有立主代表、監理及原告方双1量人員共同参萄,対第

二林段階域形成Ⅱ l区、Ⅱ-2区 EI_行施工前的地形水深双1量 ,

根据双1量劣呆十算,第二林段階域形成 (接交工林高零+5,lm

十算 )需実昧吹填工程量 (断面方 )3097.68万 n13,其中H-1

区力 773.3791万 m3,Ⅱ _2区力 2363.889万 m3。 接施ェ国浚

十的有美況降量、固結量及流失量十算原ス1,実昧吹填工程量

折算成虚方力 3862.99万 m3。 井附:《防城港銅鉄項目陽域形

成、ナ岸工程 (第二林段 )浚前双1量地形国》和 《防城港銅鉄

項目陪域形成、十岸工程浚前双1量 回格圏》。監理部′意監理工

程りT軍徳件在咲系単上的 “監理机杓意几"程答注:咲系単中

所扱実昧吹填工程量折算成虚方力 3862.99万 1n3,須 提交洋如

十算式。但本工程力固定′意介合同,吹填工程―i増カロ,可否清

立主申批。並主代表藍明只1在朕系単上的 “立主単位意兄"程

写上:瀕1量辻程及十算方式未得至1没十院挽汰。本工程力固定



恙介合風 同時蓋上防城港銅鉄項目建浚指拝部工程管理部(下

称工程管理部 )的公章。

8月 7日 ,原告再以 《工程立券咲系単》向武4図公司、監

理部扱告 《美子ナ岸El堰実双1地形林高有原没十施工国不符早

致工程量増カロ的事宜》。大力:根据合同附件規定,2008年 7

月 4日 -6日 原告会同立主、上理有美技本人員共同対第二林段

施工吹填区及El堰ナ岸各断面逃行了施工前的水深双1量 ,瀕1量

結果丘示,ク岸曰堰実淑1断面底林高均浚十施工国所示林高明

丘不符,大部分断面的実双1底林高均しヒ浚十施工国所示林高低

(兄附后,ナ岸曰堰実沢1底林高圏)。 若併接照原没十施工圏

施工,没十断面只14E1/ilサ 大,杵早致整今夕岸曰堰部分分項エ

程的実昧工程量蠅近超せ浚十工程量,基千此,清立主、監理

子以隻核。咲系単附:1、 夕岸曰堰各断面実沢1底林高圏;2、

ナ岸国堰断面位置没十施工困底林高与施工前実双1底林高対しヒ

表;3、 ゲ岸曰堰′こ工程量(浚十数量及接実淑1地形圏汁算数量 )

涯
`こ
表。監理部提出意几:1、 承包人未夕1出 実淑1汁算工程量洋

如汁算式;2、 我監理単位未荻得地反備子L国 的技木文件,具体

工程量清浚十単位常定;3、 本工程固定′こ介合同所増カロエ程量

是否交更,清並主常定。工程管理部上主代表藍明只1在咲系単

上的 “並主単位意見"桂写上:双1量辻程及十算方法等均未得

到没汁院挽大。本工程力固定
`意
介合同。

8月 16日 ,原告又以《美子曰堰ゲ岸実淑1地形林高均没汁

施工国不符的事宜》力事由友出 《工fiE立 券咲系単》,主要内

容力:客対施工区域邊行的浚前淑1量丘示,在日堰伊岸苑El内

的実測林高均浚十施工国不符,大部分施工区域実淑1林高均じ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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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十施工国所示林高低,二者相差太大,元法接没十国気的要

求施工。清監理、立主尽快祢凋,井根据実際水深提供新的浚

十施工国,明碗具体方案,以便我部能在 8-9月 分逃行西叡1曰

堰施工,否ス1,格声重影的恙体工期十父|。 井附:1、 永久性曰

堰断面位畳浚サ圏底林高-5~施工前実沢1低林高対叱表;2、 永久

性曰堰断面位置浚十四底林高均施工前実淑1低林高対しヒ国。監

理部答注意兄:4我部 8月 13日 再次隻双1,所扱属実,着立主

跡凋没汁単位,提出施工方案。工程管理部只1写 上:美子西叡|

曰堰地形林高同趣,浚汁院已千 8月 26曰 到迷現場逃行隻沢|。

9月 9日 ,原告向上主武釦公司申清対陪域形成区域地形

重新淑1量 ,以便須鉄下一歩施工。理由足根据 7月 4曰 -6日 邊

行的施工前的洋如地形水深瀕1量 ,第二林段階域形成区域現有

地形林高しヒ没十施工困所示林高低役多,部分位置叱原没汁地

形林高低 1.3-3.6米 ,己近近超辻正常的汲瞳 浜差疱園。工程

管理部只1回 隻:按没十施工,工程不予以増カロ(`意 介合同 )。

9月 初,二航院対第二林段階域形成施工区選行重新瀕1量。

井出具隻沢1結果。

9月 H日 ,式銅公司、浚十単位交更西叡1国 堰結竹没汁。

10月 2日 ,原告向武銅公司、監理部友函,要求武銅公司

尽快提供施工区域地反勘探資料、吹填区和永久El堰的水深瀕1

量結果,工程管理部回隻接浚十施工。10月 11日 ,式銅公司、

浚十単位変更北叡1国 堰 133-146回 填砂党度,原上工格棚下ロ

填升山土茨カロ填砂,接浚十要求逃行振沖。

11月 19日 ,原告就北側曰堰没廿交更后回填散沙増カロエ

程量報告監理部、武銅公司。工程管理部予 11月 30曰 回隻:



恙介包千合同,工程量不予以増カロ。

2008年 12月 23日 ,武銅公司交更力被告片西銅鉄集固有

限公司。

2009年 1月 5日 ,原告根据二航院2008年 9月 初地形水

深隻双1国対西叡1曰堰袋装砂、堤|む底袋完度重新十算増カロ量,

報告被告、監理部,情求碗汰。工程管理部予 1月 10日 回隻:

恙介包千,工程量不予以増カロ。

2009年 4月 2日 ,上理部挽汰戸村青、軍徳件、4二敏、

莫桂初、張建攻等 27人力監理部長工。被告ス1碗汰,藍明、文J

大杯力被告公司立主代表。

2009年 8月 19口 ,原告根据二航院2008年 9月 初地形水

深隻淑1国十算吹填区増力畝 填工程量和西El堰工程的増カロ量,

井附上増加工程量的汁算表,報告被告、監理部,情求碗汰。

工程管理部在 8月 30日 回隻:恙介合同,工程量不予以増カロ。

2010年 12月 3日 ,原告向被告友出《工程立芥咲系単》,

要求被告尽快口隻 8分 《工程立券咲系単》尚未炎理答気的事

宜,被告子 12月 12日 口隻原告 “清理后尽快回隻"。

2011年 3月 30日 ,原告向被告提交第二林段階域形成エ

程 《施工単位工作報告》,提出実昧吹填量力 4077.15万 m3,

増カロエ程量力 877.29万 m3。 港池疏浚工程千2010年 8月 2日

交工,子 20H年 3月 5日 由被告、浚十単位、監理単位常核通

辻萩聡1交。北El堰、西El堰分男1子 2010年 3月 5日 、2010年 8

月 2日 交二 十2011年 10月 12日 週辻萩詮幌 吹填 Hl区、

H-2区工程子2011年 1月 24曰 交工,子 2012年 2月 24曰 颯

辻萩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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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4月 1日 ,原告向被告友出美子建洪格北曰堰

147149作力遺留同趣的扱告,称咳部分征地至今未能落実,

立主尚未対施工工作面完成清表,墾而迩在工作面后方架没了

高圧屯筑和掩埋有地下水管,不具有施工条件。被告回隻按エ

管妃[2011123号 文要求亦。咳部分合同勾定工程款力 356815

元。

2011年 8月 19日 ,原告友出美子北El堰ナ岸結杓未施エ

位畳及工程量的挽汰,被告、監理部回隻碗大乗1余工程量,井

根据投林単介相泣オロ城未施工部分費用。

2011年 3月 5日 ,原被告答署《航道工程交工萩お牧江ギ》,

核詮1文 IIEギ 泥載:升工日期 2008.6.3,交 工曰期 2010.8.2,交

工萩詮1文 曰期 2011.3.5;工程建浚内容:港池仝畑 .7km,克

470m。 2万叱須泊位4共前滑停泊水域疏浚林高力 11.35m,港

池疏浚林高カー9.20m。 浚十迪謬じヒ例 //JN別 力:中凩化岩力 1:1、

張ヌ化岩力 1:1.5、 沙土力 1:8(其中 DM01～ DM43カ 1:3);

合同工程量:柩泥沙 764.49万 m3、 張凩化岩 92.5万 m3;詮 1文

意几:本合同段的港池疏浚単位工程己接合同、浚普及相美林

准規疱要求完工,交工資料基本芥全、完整。工程反量栓詮合

格。同意適ミ交工萩詮 1文。項目単位片西銅鉄集困有限公司項

目久責人胡胆修、工程管理部冨1部長島工末, 浚十単位中交第

二航券工程勘察浚 it院有限公司項目久責人代認年,施工単位

項目変理 和監理単位片西八桂

工程監理盗洵有限公司恙監陪村青在詮1交通ギ上的工程詮牧答

大表基名井監建浚単位、浚十単位、施工単位和監理単位的公

章。



2011年 10月 12日 ,原被告答署 《学岸及曰堰工程交工萩

お1交江ギ》,レ詮牧江ギ泥載:合同升工日期 2008年 5月 20

日,実昧升二日期 2008年 6月 1日 ,合同浚工日期 2009年 7

月 20日 ,実昧交工日期2010年 3月 5日 ;工程内容:北曰堰

(A15-A16)単位工程施工粧号力 A15-147,P岸及曰堰恙K
1800米。主要結杓有充填袋装砂、来初石、批石校体、防浪培;

反量栓詮合格;詮牧栓詮意兄:本単位工程己接合同、没十及

相美林准規疱要求完工,交工資料基本芥仝,本工程度量詮1交

合格。同意交工。同日的西日堰 《ナ岸及El堰工程交工萩詮吹

江ギ》泥載:合同升エロ期2008年 5月 20日 ,実際升工日期

2008年 6月 2日 ,合同竣工日期2009年 7月 20日 ,実昧交エ

曰期2010年 8月 2日 ;工程内容:西日堰 (BD―A15)単位工程

施工粧号力 BD―A15,デ岸及曰jEI′こく 2924.3米。主要第杓有

充填袋装砂、千初決石、拠石校体、防浪培、四脚室1い方決;

反量栓詮合格;詮牧栓聡意几:本単位工程已接合同、没汁及

相美林准規疱要求完工,交工資料基本芥仝,本工程反量詮牧

合格。同意交工。建没単位主管巧ェ末、文1大析,浚汁単位衰

宗喜、代詔準,施工単位 、 監理単位陪村青、

汗二敏均在両分預詮牧逓ギ上答字井監公章。

2012年 2月 24日 ,原被告答署《工程交工預詮牧江ギ》,

咳聡牧江牟泥載:合同升エロ期 2008年 5月 18日 ,実昧牙エ

日期 2008年 6月 3日 ,実昧交工日期2011年 1月 24曰 ;工程

内容:吹填Ⅱ区的Ⅱ-1区没十面私力 81.74万 O13,浚十林高カ

+4.95m,没汁工程量力 810.72万 m3; II_2区浚汁面秋カ

2656.16万 m3,浚十林高力+5。 lm,没汁工程量吹填泥 6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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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3;吹填砂 367.52万 1n3;張凩化岩 491.80万 1n3;中ヌ化

岩 100.66万 ぽ;反量栓お合権 お1丈栓お意几:第二林段階

域形成単位工程己按合同、浚十及相美林准規苑要求完工,交

工資料基本芥仝,本工程皮量お1文合格。同意交工。定没単位、

没十単位、施工単位利監理単位的主管、代表均在萩詮牧江ギ

上答字井監公章。

渉案工程至今尚未結算,2011年 6月 2日 止,被告共付款

50735万元。

2013年 1月 ,原告代表 至1防城港被告人,申清工程

結算,催促被告支付工程款。2014年 11月 28日 ,原告代表

均 再到被告人,向被告催促結算工程款,催吹工程

款。菊比同時, 在被告代表巧工末陪同下査看

施工区域。

2015年 10月 10日 ,原告向被告友出美子尽快亦理工程結

算井支付工程款的函。12月 16口 ,原告向上理交送工程款支

付申清表,監理代表4二敏笙1交。

2016年 4月 5口 ,原告向本院提出訴前財声保全申清,情

求凍結被告在中国定浚銀行防城港菅上部、中国建浚銀行南宇

朝rEl支行菅立部的銀行存款 本院千 4月 6日 依法作出(2016)

桂 72財保 13号 民事裁定,准斉原告的折前財声保全清求,井

千 4月 14日 沫年了被告在上述銀行的存款。4月 25日 ,被告

向本院提出隻洪申清,称 :本案不足海事海商合同多1分 ,不属

千海事法院受案疱曰,原告据此申情沫結被告的銀行敗声没有

事実和法律依据,清求本院撤硝 (2016)桂 72財保 13号 民事

裁定 解除対其銀行敗声的凍結。4月 28日 ,本院作出(2016)



桂 72財保 13号隻洪決定ギ,以 “海洋、ミ海可航水域工程建

浚多1分条件属千海事法院受理条件的苑曰"力 由,駁回被告的

夏洪申清。

2016年 5月 12曰 ,原告正式向本院提起訴漆,本院子 5

月 16日 受理。5月 25日 ,被告代表IEI功 、彰朝暉、島工末、

衰彦究与原告代 、 、 、 、4光玉律

りT在原告丈llT商。5月 30日 ,原告申清延期挙江。7月 7日 ,

原告向被告友函要求提供浚十単位的核算文件,以及尽快支付

合同内工程款。

2016年 10月 22日 ,原告提交 《基定申清ギ》,清求本院

委托有姿皮的基定部11根据本案国妖巻定渉案工riE増カロ的疏浚

吹填工程量及曰堰ナ岸工程量。10月 27日 ,由本案合洪庭成

長主持召升庭前会洪。会洪的主要内容:(一 )明碗原告的訴

公清求和被告的答丼意兄;(二 )根据原告的基定申清,碗定

有美委托基定事宜;(三 )俎鉄i晰交換。由双方//1男1対対方

所交的江据逃行反江;(四 )リヨ幼争洪焦′点;(五 )逃行凋解。

庭前会政中,及方元法自行協商碗定基定机胸,本院建洪

双方推孝基定机杓。11月 7日 ,被告推若由二航院作力本条的

基定机杓,スカ,二航院作力工程的没十単位,参均了項目的

浚十、2008年 9月 隻沢1等辻程,対項目施工区域地形、有美姿

料、合同工程量的竹成最力清楚,包括栓材等資料在内的原始

数据和屯子数据均由二航院所掌握,速是其他基定机杓所不具

各的客規仇勢条件。因此,由二航院対有美事宜逃行基定呪有

利子保江基定結果的准碗,又有利子市豹訴松成本、提高司法

数率。但原告不同意,大力本集中,被告与二航院資立委托浚

13



十合同,二航院力被告提供渉案項目的没汁,井向被告1丈取浚

廿費用,両者是委托わ受托人的身分美系。委托基定的内容(増

加工程量 )美 系至1被告是否泣承担賠償責任,及責任的大小。

二航院作力渉案項目没十単位、被告的受托人,均本案及被告

存在重大利益美系,可能影詢条件的公正常理。蜃千双方対蜃

定机物的地定争決校大,合洪庭決定由法院委托基定机杓北行

基定,井週辻本院司法技木管理部11カ、理相美委托手数。

2017年 4月 24日 ,在双方当事人的参有下,本院司法技

木管理部11垣ミ随机挑逍的方式挽定庁西方中工程造介盗洵有

限公司作力墜定机杓。対随机挑逃出的黎定机杓,原告次力 ,

片西方中工f_i造倫各洵有限公司主要よ事陽地定没工程造介各

洵基定,対海上疏浚吹填工rittEl堰ケ岸工程可能不能胆任。

2017年 5月 2日 ,原告具函告失日本院同意被告・liE存 的中交第二

航弁工程勘察浚十院有限公司作力本案的基定机杓。因此,生

双方同意,本院委托二航院作力寡定机杓。

2017年 8月 14日 ,本院1丈至1二航院作出的 《防城港4国鉄

項目陪域形成、十岸工程第二林段疏浚吹填及曰堰P岸工程量

隻核扱告》。 《隻核報告》指出,疏浚吹填部分,原施工国没

十釆用核公司2006年 4月 所冽1的 1:500水域部分地形国和中治

集囲武滉勘察研究院2005年 8月 1:500的 野クト数字化沢1国併接

而成,本次隻核十算采用核公司2008年 9月 隻淑1的 1:1000地

形国 (物地末北叡1有局部区域隆起,高程高子周迪地形,生均

原吹填区施工国釆用的地形対♭ヒ,局部隆起区域庄力本工程隔

堰及吹填施工所致),均原施工国的疏浚工程量相♭ヒ,疏浚量

増カロ了 6058412.299m3(虚 方 ),(合局部隆起区域丈吹填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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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37088.48m3。 )木次隻核十算苑El内共 4条隔堰,均原施

工困隔堰工程量4El♭ヒ,隔堰工程量増カロ68366.591113。 国堰伊

岸部分,接照第二林段原施工国劣杓断面国井依据咳公司 2008

年9月 夏双1的 1:1000地形困有原施工国的地形高程差昇隻核十

算工程量差値,隻双1的地形♭ヒ原施エロ的El堰ナ岸工程量有一

定増カロ,増カロ的曰堰ク岸工程量力:四角夕き方決石:1.Ot的

1378m3(3340冷→ ,1.5t的 831■
3:(131企 );千功決石:

4046m3;柔物決石:165m3;決石塾尿:3957m3;二片石塾

晨:2841m3;坂配孫卵石:4483m3;土工布:10981m2;袋

装砂:102033m3;回填砂 (振沖):40670m3;袋装日化上:

3130m3;土工格柵:36785m2。

本院次力:

本案双方当事人答河的 《施工承包合同》,釣定承包内容

是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ナ岸工程第二林段施工,包括曰

堰工程、ナ岸工程,オ1用 港池和航道疏浚砂以及疏浚張八化岩

的吹填造地,以及砂源未落央区的吹填造地等工程。双方在履

行合同辻程中因工程款支付同題友生多1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条件案由規定》的規定,本案泣足建没工程施工合同多1

分。

鰊合訴井双方的意几,本案存在女口下争洪焦点:1、 本案

足否存在工程量増加的事実?工程量増カロ対立的工程款咳由進

承担? 2、 対合同釣定的工程余款 65950118元 ,被告不予支付,

足否有事実和法律依据?3、 原告主張本条的債枚 (合同釣定的

工程款 65950118元和工程量増カロ対泣的工程款 )的 fll息足否有

依据?4、 原告主殻本案的債枚是否超辻訴松叶数?



什対上述争洪焦点,本院宗合坪非1女口下:

一、美千本案是否存在工程量増カロ的事実?工程量増カロ対

立的工程款核由淮承担的同趣。

1、 美千本案是否存在工程量増加的同題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汰可共昧施工的国妖対招林叶的国妖

作了浚十交更。原告‐IIllL主 張工程量増加,被告不予次可。笙

本院委托,二航院作力有基定姿反的机杓,依法作出 《隻核扱

告》,該報告4原 、被告当庭反江,合法有妓,庄作力計算実

際工程量♭ヒ原没十二程量是否増カロ的依据。二航院的 《_7_核 扱

告》硫ス:疏浚量増加了6058412.299m3(虚方),隔堰工li量

増加 68366.59m3,増 ヵ口的El堰ケ岸工程量力:四角夕む方決

石:1.Ot的 1378m3(3340介 ),1.5t的 83m3:(131企 );

千吻決石:4046m3;柔初決石:165m3;決石塾晨:3957m3;

二片石塾晨:2841m3;須配孫卵石:4483m3;上工布:10981

m2;袋装砂:102033m3;回填砂 (振沖 ):40670m3;袋 装固

化土:3130m3;土工格柵:36785m2。 被告人力本案没有笥実

江据江明笏実増加了工程量的意几不能成立。

美子吹填工程量十算方法司趣。根据被告向原告友出的

《招林国妖》、 《技本部分答疑》、 《招林文件答疑又正》所

載,吹填工程虚方包括回填土況降、回填土固結和原土況降和

吹填流失工程量,吹填工程扱徐以虚方工程量力准,男 没tt単

位二航院作出 《第二林段工程量清単》,変更工程量 1万 、2

万叱須4共屹泥砂力 764.49万 m3、 取砂区取砂力 2342.87万

m3,遅 明在招林除段原被告双方迷成一致,吹填工程量以虚方

十算。



2、 美子合同豹定 “′こ介包千"的理解同趣

本案工程量増カロ足否庄核4El泣増カロエ程款,渉及対合同釣

定 “恙介包千"的理解同題。対此,原告主張,恙介包千泣被

理解力原告完成招林文件、施工国妖、工程量清単所明碗工程

疱目的基袖上的恙倫包千。原告在実昧施工中友現吹填施工区

地形実昧水深明ユ大千浚十四没十水深,原告接照没十単位隻

双1井作出新没十方案国施工,実昧工程量相対招林没汁的工程

量大幅増カロ,所増カロ的工程量対泣的工程款,泣在
`こ
介包千外,

由作力友包人的被告承担。

被告主張,本案施工承包合同 “固定
`意
介除不可抗力外不

再作調整"的釣定足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合同介款不可突破的共

同意志,ユ除合日本身所釣定的其セ具体情形以外,核固定
`こ

介就足 “包死介"。 也就足滉,案渉工程釆用′き介包千方式劣

算工程款,IF使出現増カロエ程費的八陰,也泣由承包人自行承

担,両不得 “突破"合日的釣定向友包人提出増カロエ程款的情

求。

本院汰力,片西銅鉄公司作力友包人均承包

答汀的 《施工承包合同》,双方在協商、履行合同辻程中所形

成的《邊清招林文件》、《招林国妖》、《工程量清単》、《技

本部分答疑》、 《招林文件答疑更正》、 《投林文件》以及双

方有美工程的沿淡、交更等ギ面協洪或文件祝力本合同的俎成

部分,均足及方当事人的真実意思表示,不逹反法律、行政法

規的張十1性規定,合法有数。在合同中原被告就系争工程的施

工疱El、 恙量及倫款等内容辻行了明挽的豹定。其中 《施工承

包合同》第一部分llT洪ギ第五条明碗豹定:本工程介款釆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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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き介 (即 ′き倫包千 )合同方式招林珀定,恙介力 573300118

元。固定′意介除不可抗力外,不再倣調整。本案中的 “固定′意

介合同"是一稗校力常兄的施工合同形式。実践中“恙徐包千"

合同足指定浚単位在招林叶提供分投林単位施工国妖和招林文

件,投林単位在招林文件苑El内依据施工国妖辻行預算和扱倫 ,

中林后,中林単位不口立主依据招投林叶的各項有妓文件答署的

恙倫包千合同。其十徐方式一般在招投林除段就己固定,也庄

萄招投林国妖魂定的工程量相対立。施工単位辻吻施工后,在

没有並主出具浚十交更或材料交更 (包括材料型号,品牌,反

地等 )的情汎下,最終条算介格就足合同介格。但女口果在施工

ミfi中友生因没十交更的原因早致実昧的施工量増戒等因素,

政口呆脅按照固定′意倫第算会造成不1益 失衡,亦和及方容打合同

時対 “恙徐包千"サ算苑目的意思表示不符。故女口合同履行ミ

程中政口友生施工国、合同豹定的施工内容、施工条件変化的,

ス1′き倫包千就文失了包千基拙,当 事人有枚要求調整。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建浚工fi施工合同多1分条件近用

法律同題的解粋》第十六条規定,当事人対定没工程的十分林

准或者十分方法有豹定的,按照豹定結算工程介款。因浚十交

更早致定没工程的工程量或者廣量林准友生交化,当事人対核

部分工fi倫款不能祢商一致的,可 以参照容打建没工程施工合

同当地建没行政主管部日友布的十介方法或者十伶林准結算エ

程倫款。 因此,定没工程未友生没十変更改交工程量或廣量林

准叶,接豹定結算工程介款,但政口果友生変更,対変更部分 ,

友包人泣当支付逮部分工程徐款。就本案而言,《選清招林文

件》明挽工程苑曰,要求投林人根据工fi量清単報倫。被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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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出招林文件的同時,向投林人友放国妖和工程量清単,井明

挽 “招林人所提供的工程量清単,泣決力己包括了完成本工程

的所有項目"。 原告 《投林文件》依据上述国妖、工程量清単

報介,IIn挽尽意就被告提供的国妖、合同条款、工程建浚林准

和工程量清単的条件承包渉条工程。因此,合同双方的真実意

思表示,是原告完成招林文件、国妖、工程量清単所明碗工程

疱El的工程
`ζ
介包千。但足因浚十変更早致茨交工程量,超出

施工承包合同釣定工程量部分,泣 当不属千在恙介包千的工程

内,也就不通用恙介包千的十分方式。

本案在実昧施工辻程中,由千実隔水深しヒ原浚十四所没十

水深尺度大,4原告提出来后,由被告指示,没十単位二航院

子2008年 9月 対施工区域逃行水深隻淑1,対隻淑1扱告,原被告

双方都元昇洪。没十単位重新浚汁国数,原 告根据新国久施工,

工程量4巻定机杓基定挽有増カロ,原告要求対工程量増加部分

接実結算,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建浚工程施工合同夕1

分条件近用法律同題的解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規定,泣咳以

実昧的工程量来結算工程款。

3、 美子工程増量工程款的汁算同題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建没工程合同多‖分条件造用

法律同題的解粋》第十六条え規定,当事人対建浚工程的十分

林准或十分方法有釣定的,按照勾定廿算工程介款。就lと ,根

据 《投林文件》分部分項工程清単十分表中分項工程宗合単介

以及巻定机杓二航院所作 《隻核扱告》的工程増カロ量十算,エ

程増量工程款力 87839360.40元 (具体十算几女口下汁算表 )。



増カロエ程款十算表

序

号

項

銘

曰

称

単

位

増カロ

エ程量

単  介

(元 )

増加

工程款

1 四角室さ方決 ll13

1461

(1378+83 )

1016 14
1484580 54

2 千初決石 m3 4046 148 18 599536 28

3 衆吻決石 m3 165 254 50 41992 50

4 次石塾晨 (水下 ) m3 3957 11898 470803 86

ξ

Ｊ 二片石塾屠 (水下 ) ll13 2841 121 90 346317 90

４
υ 鉄配株卵石 (水下 ) m3 4483 105 10 471163 30

7 土工布 m2 10918 12 59 137457 62

０

０ 袋装・
7/(水下 ) m3 102033 74 66 7617783 78

ｎ
フ 回填散砂 m3 40670 25 43 1034238 10

10 袋装日化上 n13 3130 101 18 316693 40

11 土工格冊 m2 36785 27 93 1027405 05

12 隔堰 (袋装砂 ) n13 68366 59 74 661024 5104319 62

13 咬填砂量 万 m3 605 8412299 114200 00 69187068 45

合 it 87839360.40

4、 美子工程量増カロ対立的工程款核由淮承担的日趣

本院決力,《施工承包合同》8.1条第 (4)項豹定: “友

包人負責提供施工場地地反利地下管国銭路資料,保江数据真

実准挽"。 根‐TE二航院 2008年 9月 隻双1結果,実際水深均被告



提供的水深数据碗実存在差昇,早致実際工程量♭ヒ浚十工程量

増加。根据合同条款 1.21条、第8.3条約定,以及 《合同法》

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規定: “友包人未按照釣定的叶同和要求提

供原材料、浚各、助地、資金、技木資料的,承包人可以版延

工程日期,井有枚要求賠僕停工、寓工等板失",被告庄対提

供水深資料不准挽造成原告施工工程量増加承担辻釣責任。同

時没十四妖交更早致了工程量増か,原告逃行了施工,実昧上

被告享受了原告施工的オ1益 ,亦泣支付遣当的工程款。

被告主張招林文件和施工承包合同有美条款llH挽本条項

目以 “固定恙介"的結算方式,未盗双方一致同意不因工程量

的増戒而作任何的調整。本院次力,女口前所述, “恙介包千"

的工程供限子17.7林文件、国妖、工程量清単所明碗工程疱曰,

因水深姿料不准挽的客現原因早致工程量増カロ的部分不属子

“恙介包千"工程部分。

被告主張本案浚十単位二航院是具有姿反的単位 招林文

件 《勘察扱告》、 《招林国妖》足由咳単位接照国家林准和規

疱没十井提供的,是符合法定要求的文化 《勘察報告》足 2006

年的淑1量数据 (在国家規定的有残期内)。 被告己履行了施エ

圏交底、会常及相美数据披露等相美合同又芥。被告提供的浚

十国久八程序至1内容没有任何辻錯,HIJ使招林国妖均実昧施エ

地形有出入、有差距,逮企凩隆也泣由原告承担。本院決力,

客規上被告提供的資料和実昧不符,被告的丼解供能表明其在

主現上没有址借,不影噛其庄当承担 “保江数据真実准挽"的

又券。被告袂力招林国妖均実昧施工地形有出入、有差距,速

企凩隆泣由原告承担的意几,城経了自己又券,か重原告又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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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

被告主張招林文件 5.1豹定 “…投林人自行対工程現場和

周El不境蛯行踏勘,以便投林人荻取編十1投林文件和答署合同

所需的材料。…"原告対施工区域水深地形交化負有勘茶和承

担凩隆的又弁井在投林、施工前已対施工区域辻行llJ察淑1算 ,

已Ill矢口施工地形未提出昇洪,表明同意井承担責任。但本院決

力,招林文件豹定的踏勘足力了方便 “投林人荻取名十1投林文

件和答署合同所需的材料",よ悟又上看実陸上踏勘是被告賦

予原告的枚不1而 ♯又弁,是被告力了方便投林人編十1投林文件 ,

答署合同提供的便不1。 実陸上不透是原告工程報伶近是実隔施

工,其依据都足招林文件和招林国数,井非依据踏勘結果。被

告人力原告 “対施工区域水深地形交化負有勘察和承担八隆的

又弁",元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相反,被告負有 “保江数据

真実准衝"的 文弁。

被告主張原告在施工后,現場地形被破杯的情汎下オ在

“2008年 7月 浚前双1量"提出所渭実淑1地形水深♭ヒ施工国林注

的地形水深大的同題叶,地形水深数据己笙友生交化丼力其所

掌握。9月 分没十単位夏双1叶地形邊一歩友生交化,数据洲1量

結果不能作力本案十算増カロエ程量的依据。但被告未能提出相

座的近据江明原告的施工早致了工程量校没十四妖有所増カロ,

八常理上推断,本案的吹填工程即使原告辻行了施工,也ス会

■水深交浅,不会増カロ水深。故真意見没有事実依据,亦和常

理不符。

5、 夫千原告友現水深差昇后墾須履行施工合同的決定

原告在二航院 2008年 9月 隻淑1水深劣呆出具后,依然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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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施工的行力性反足否杓成対合同包千含的碗次?本院決力 ,

根据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 “有下夕1情形え一的,当事人可以

解除合同:(四 )当 事人一方迷延履行債芥或者有其他辻豹行

力致使不能実現合同目的。"和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又弁或者履行合同又券不符合的定的,在履行文弁

或者釆取ネ蹴 措施后,対方遅有其他板失的,庄 当席僕板丸 "

的規定,原告在履行合同ミ程中,友現被告提供的四妖存在借

浜,有枚要求被告提供正碗的施工国妖墾須履行合同,或者逃

捧解除合同,元浴足墾須履行迩是解除合同,原告依法可向被

告主張逍釣板失。被告友出的邊清招林文件第十項 《逍力、索

賠わ争洪》的第 37.2条 “友生争洪后,除ヨト出現下列情況的,

及方都庄墾紋履行合同,保持施工逹須,保ナ好己完工程:(1)

単方逍釣早致合同挽己元法履行,双方lll洪停止施工;(2)凋

解要求停止施工,ユカ双方接受;(3)仲裁机胸要求停止施工;(4)

法院要求停止施工。"本条被告提供的水深国鉄量不准碗、没

汁借浜,必須重新淑1量浚十,但不至千早致整企工程根本上元

法逃行下去。在遼紳情況下,原告地捧墾須履行合同呪合法也

符合豹定,不泣祝力免除或城禁被告的辻豹責任。此外,原告

在施工辻程中多次近辻 《工程並券咲系単》、 《施工単位工作

扱告》的形式,向被告主張工程量増量,表明原告未放奔向被

告主張増カロ的工程量。被告汰力原告提出工程聯 口量的主張均

遭到被告以 “固定′悠介"明碗拒免嵐 原告没有提出解除合同,

也没提出昇洪,両足墾須施工至承包任券完成。原告履行合同

宣至完工的行力,充分江明原告初同意以 “固定恙介"方式結

算工程款。但本院大力,被告在工程立弁咲系単上的回隻足被



告的単方表示 没有江据表明原告同意不予索賠増カロ的工程量,

未能江明被告辻釣責任被免除。因水深国妖不准挽早致工程量

交又,八城実信用角度出友,合同双方均泣当瑳行祢商,針対

新出現的情呪修改合同,迷成一致意几。対1と ,被告更久有釈

板祢商的又弁。首先,工程量増カロ系因被告提供了錯浜的水深

資料早致,被告対自己的借浜泣当更主劫的和原告Tll商 重新挽

定工程量和工程介款,共供主張 “固定
`意
介",両未対増カロ的

工程量和工程介款辻行IIn挽具体的釣定,不胸成要釣,原告墾

紋施工亦不杓成元僕力増カロエ程量施工的承労;其次,根椒 最

高人民法院夫千常理建没工程施工合同多1分条件造用法律同逝

的解わ 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規定,没十交更早致工riE量増カロ的

部分,可 以参照答汀建没工程施工合同当地建没行政主管部11

友布的十分方法或者十分林准劣算工程介款,意朱着浚十交更

早致的工程量変更,法定泣当支付工程介款。現被告不同意支

付工程介款Fi/当 秋扱わ原告祢商,井 IEx得原告的同意,其以“恙

介包千"原告不IIn碗反対,推定原告墾須施工足同意元僕施エ

的意兄萄司法解猾相沖炎。再次,八常理上夕1断 ,在被告提供

借浜資料的前提下,原告作力菅不1法人,在没有明挽意思表示

的情況下也不能推定共同意元僕的力被告大幅増力睫 浚工程。

最后,被告作力没十交更的実昧受益人,也庄当秋板的碗次遼

項受益足否元僕取得。故被告庄当承担逍豹責任,向原告支付

増カロ的工程款。

男一方面,在没十国久和工程量友生交化,原告提出増加

工fiE量 ,被告多次IIP碗表示 “恙介包千合風 工程量不予増カロ",

双方対増カロエ程量的工程款負担理解不一致的情況下,原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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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秋板回庄,反面在没有llT商一或的情況下墾須施工,客規

上也造成了被告的一定浜解。更力重要的足,比挙使工程量大

増,よ而大大超出了被告的投資萩算,原告存在一定的ミ借 ,

鹿酌情わ城近当的工程款。

二、美子対合同釣定的工程款 65950118元 ,被告是否泣

子支付的同趣?

本院大力,原、被告双方答打的合同合法有残,双方均泣

当按照合同的釣定履行各自又弁。原告已姿接照合同勾定完成

了宛大部分工程的施工,被告泣当依据合同釣定支付工程款。

其中北El堰 147-149断面,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豹定又

券,征地未落実、未清表,不能施エカ由,未逃行施工。本院

決力,原告対核断面工程未完成施工,ユ未提出江据江明被告

的辻失早致原告在咳断面施工叶造成了実昧抜失,故其主張要

支付咳部分工程相庄費用的清求没有事実依据,泣依据投林単

介相Fi7わ城北El堰 147-149断面的工程款 356815元 ,わ城后,

被告泣支付合同内的工程款力 65593303元。

被告主張,原告未接合同釣定叶同完工,接照合同釣定泣

及工程款オロ除 5733001.18元作力逹豹金不予支仕 原告未接承

芳萄合同釣定投入施工浚各,泣八工riF款 中わ除 11466002.36

元作カミ豹金不予支付;因原告未以合同豹定対吹填区域漆泥

逃行机械平整,泣オロ除 95780379.10元 ,因 此原告清求支付

65950118元 没有理由。対子被告以原告未接照合同釣定叶同完

工、未投入合同豹定浚各施工、未接合同要求完エカ由,情求

井1今被告承担逹豹責任、文付逍約金,月 以抵わ原告的工程款

同趣。本院次力,咳部分清求属千被告対原告実体上的枚利主



K,已姪杓成了独立的訴淡清求,庄 当提起反訴或男条提起訴

松,在本案中,由子被告没有提起反X,本院不能用帯有懇調

性反的ミ釣金宜接祇わ原告的工程款。日F使是作力被告的抗井

理由,也没有相反的事実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首先,被告提

供了借滉的浚十資料早致重新隻双|,交更后的浚十使得工程量

増/J「 ,原先豹定的工期已盗失去了基拙条件,且被告対此負有

主要責任,併然接照原先工期完工均理不合,亦有ミ公平。其

次,被告大力原告投入的施工船舶不符合要求,但本院決力本

案是施工定浚承包合同多1分,不足船舶租用合同多1分 ,投入施

工的船舶庄当根据施工邊度和施工要求碗定,井不足元El・I元亥1

211要有豹定的船舶在施工現場,只 要投入的船舶能杉接豹定的

叶同和要求完成工程:「 可。原告己盗投入了釣定的和満足需要

的船舶入場施工,井完成了工程,被告没有江据江明因此分被

告造成的板失。最后,本条工程已盗盗ミ原、被告和監理公司

預お1文 ,井交付被告使用多年,表 lll工程符合合同豹定,被告

没有提供充分的江据IIE1/1原 告未接合同勾定対吹填区域漆泥逃

行机械平整,亦没有提供基定報告或其化江据作力板失的依据。

被告主張原告所称工程款中有 28665005元属子庚保金 ,

本工程因未完成漆泥区日題,皮量存在鉄陥,且因咳反量同趣

所造成被告的損害範超辻反保金数数,因此反保金宣接用千弥

ネトエ程度量所造成的被告損失。但被告没有提供基定扱告等江

据江明工程挽実存在快陥,造咸的板失是多少,共抗丼理由依

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原告主張本案的債枚 (合同豹定的工程款 65950H8

元和工程量増カロ対座的工程款 )的利`息足否有依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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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汰力,原告主張合国内工程款及増カロエ程款的不1′息有

相座的事実わ法律依据。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建没エ

程施工合同多1分条件造用法律向趣的解希》第十七条規定 “当

事人対欠付工程介款利′息十付林准有釣定的,接照勾定丈理;

没有釣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銀行友布的同期同炎貸款オ1率十

息"。 被告施欠原告工程款,分原告造成了板失,因原、被告

未釣定不|`息汁付林准,泣 当接照中国人民銀行友布的同期同炎

貸款不1率十′息。対被告未付的合同内余款 65593303元 的オ|`息泣

八預詮枚以后一年保反期届満え日ヌF2013年 2月 23曰 起算;

増加工程款オ1′息自起訴え口起十算至被告美昧支付え曰上,両

項dll`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銀行同期同炎貸款不1率汁算。原告放弁

了起訴え日前被告泣支付給原告的増カロエ程款利′g,足原告炎

分自身叔オ1的行力。

四、原告主張本条的債枚是否超辻訴淡吋残?

渉案工程在訴淡前一宣尚未結算,債枚属子等待碗定的状

恣,訴淡叶数尚未起算。退一歩沸,2012年 2月 24日 最后一

項工程週逍預聡牧,至 2013年 2月 24口 ,一年的曰堰保修期

届満。原告代 婦 1千 2013年 1月 23日 、2013年 3月

1日、2013年 11月 16-20日 赴防城港丼会被告 要求か快結算、

挽汰工程増加量井支付工程款。2014年 3月 20日 ,原告向被

告友出 《美子挽汰合同外増カロエ程量的函》,要求亦理劣算、

碗汰増加工程款。2014年 11月 28日 ,原告代表 、

再次赴防城港,提出尽快結算工程款,催 1交合国内工程款及

工程増カロ費用。2015年 10月 9日 ,原告向被告友出径辻公近

的 《美子尽快亦理防城港銅鉄項目陪域形成、十岸工程第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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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工程結算井支付工li款的函》要求亦理結算、衝決増カロエ程

款。2015年 12月 16日 ,原 告向上理友出《工程款支付申埼表》。

2016年 5月 6日 原告提起訴松。上述事実都可以庁生叶歿中断

的及果,因此,原告訴松清求尚未超ミ訴淡叶妓。

朱上所述,原 、被告答打的 《施工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実

意思表示,不ミ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張十1性規定,合法有戒,原

告依釣履行了亀大部分合同又弁,其 中工程延期足被告的原因

早致,被告亦未能提供江据江明原告存在逍反合同釣定或反量

存在日趣的情汎,相反,合同己4原 、被告
～

監理公司詮牧井

交付使用,因此被告泣当向支付工程介款。但由千原告未対北

曰堰 147149断面工fi邊行施工,泣相庄オロ減工程款 356815

元,故被告泣向原告支付合同内工程款 65593303元。

原、被告依‐ll招投林文件答河的施工承包合同呈然明挽釣

定力″も倫包千合同,仁被告負有提供真実数据的又弁,因実豚

水深均招林国妖、施工国妖水深存在重大差昇,早致実昧工程

量ミ超址招林工程苑国及工程量。根据 《施工承包合同》豹定

以及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規定,被告泣就提供国妖借

浜早致的増カロ的工程款賠僕原告。男クト被告量明硫表示 “恙倫

包千合同,工程量不予増加",但因其提供錯浜国久早致没十

変更的情汎下,久有秋板祢商ネト充答河合目的又弁,其怠千履

行又各,未均原告対増カロエ程款協商一致,存在主要ミ措。同

時原告元iFL被告不予増カロエ程量的明焔表示,在双方没有跡商

一致的情尻下墾須施工,使工程量大増,よ而大大超出了被告

的投資預算。双方対造咸実昧施工工程―i均合同釣定相差巨大 ,

在主、客現上均存在一定辻借,各 自泣承担相庄的責任。鰊合



本案的仝部案情,本院挽定被告対此承担 80%的責任,原告承

担 20%的責任。上述責任しヒ例分担本院同時考慮至1了 原告存在

辻錯,泣 当わ除其可能ミ辻増カロエ程量荻取的fll洞 ,以及女口果

被告在交更浚十后,日F使重新招投林,双方充分llT商 ,対新増

工程量部分也不可能荻得低千 80%的合理技介。根据二航院基

定報告,増カロ的工程量以虚方十算,本案工程増量依据 《投林

文件》所載工程項目単介十算,増カロエ程介款力 87839360.40

元,わ除原告泣当承担的 20%后 ,被告泣向原告支付工程増カロ

部分工程款 70271488.32元。

対前述両項款項,原告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建没

工程施工合同多1分条件適用法律同趣的解粋》第十七条主張合

同内工程款禾1′き、増カロエ程款オ1′き,符合法律規定,泣予以支

持。本案工程款尚未最終結算,叶残尚未起算。IF使叶残升始

十算,原告代表多次向被告主張枚利,催促笙算、■要工程款 ,

叶残亦多次友生中断,故原告的清求尚未超ミ訴松叶残,被告

主張原告訴松清求己ミ訴淡吋妓元理,本院不予支持。

力比,依照 《中学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二条

“友包人未接照釣定的叶同和要求提供原材料、没徐 場地、

資金、技木資料的,承包人可以版延工程日期,井有枚要求賠

僕停工、実工等板失。"、 第二百八十六条 “友包人未接照豹

定支付介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友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介款。

友包人途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浚工程的性反不宜折介、拍実

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友包人TIT洪格咳工程折介,也可以申清

人民法院杵咳工程依法拍実。建浚工程的介款就核工程折介或

者拍実的介款仇先受僕。"和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建没エ



程施工合同多1分条件近 lll法律同趣的解格 》第十六条 “当事人

対定没工程的ll倫林准或者廿倫方法有豹定的,接照豹定結算

工程倫款。"、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対欠付工程介款禾17息十付林

准有豹定的,按照豹定丈理;没有釣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銀行

友布的同期同炎貸款不1率 汁`憩
。" え規定,半1決汝口下:

一、被告庁西銅鉄集困有限公司向原告

支付未付的工程款 65593303元及不1′意 (オ 1′定、十算: 自

2013年 2月 24日 起tt算至実隊支付え曰止,接中国人民4艮行

同期貸款不1率十算 );

二、被告庁西4国鉄集困有限公司向原告

支付増カロ的工fi款 70271488.32元及不1′意 (オ1`息 十算:

白2016年 5月 12日 起十算至実昧支付え曰止,按中国人民銀

行同期貸款不1率十算 ):

三、駁回原告的其他訴松清求。

本案債弁 又弁人座千本案≠1決生装之曰起 10国 内履行 ,

逍期庄当依照 《中準人民共和国民事訴松法》第二百五十三茶

規定,カロ倍支付込延履行期目的債弁不1`息 。枚不1人可在本案生

装半1決規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両年内向本院申清抗行。

条件受理費 1027593元 ,由原告

久担 254789元 ,被告片西4国 鉄集困有限公司負担 772804元。

保全申斎費 5000元 ,由被告庁西4図 鉄集固有限公司負担。

女口不服本半1決 ,可在半1決ギ送速え日起十五曰内,向本院

二交上訴状,井接対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冨1本 ,上訴子庁西壮族

自治区高須人民法院,井千上訴期限届満え日起七日内預交上

訴費 (1文款単位:庁 西壮族 白治区高須人民法院,敗号 :

20017301040003777,升 声行:水行南宇市万象支行 )。 地期



不交也不提出象交申清的, 按自功撤口上訴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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