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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装修后漏水 能否向已停业装修公司索赔？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买房可谓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装

修房子同样不可忽视。选择一家好的装

修公司， 往往可以为业主省去不少烦

恼，但如果业主选择的是一家不靠谱的

装修公司，那么会徒增不少麻烦。

“去年新买的房子，装修完入住

后才发现洗手间的防水层漏水，已经

令楼下的邻居蒙受了损失。 刚刚了解

到，之前为我们进行装修的装修公司

已经处于停业状态， 这样的情况下，

能否向已停业装修公司索赔？ ”东北

某城市的市民于女士表示。

装修引来的烦心事

对于很多外来打工人员而言，能

够在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拥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住房，能够无形中增加很

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1987

年出生的于

女士也不例外。“

2013

年我与丈夫结婚，

我俩都属于是外来务工人员，双方家庭

条件都很一般，所以我们在婚后一直都

是租房居住。 ”于女士介绍说。

婚后，于女士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

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房屋面积不用

太大，但是一定要足够温馨，在外边累

了一天之后，家就是我们能够充分休息

和放松的地方。 ”于女士说。

经过几年打拼，于女士夫妻两人终

于有了一些积蓄。 在双方家人的帮助

下，夫妻两人凑足了首付款，并于

2017

年中旬购买了一套建筑面积

59

平方米

的小户型住房。 “交了房屋的首付款之

后，我们又变得囊中羞涩了。 好在我们

夫妻两人的信誉不错，东挪西凑之下从

朋友处凑够了装修款。 ”据于女士介绍。

因为手头的钱并不宽裕，为了尽可

能省钱，于女士夫妻两人在寻找装修公

司时选了又选。 最终，在朋友的介绍下，

于女士确定了一家规模并不是很大的

装修公司。 “在装修风格和装修项目都

雷同的情况下，这家公司的报价要明显

低于其他装修公司。 ”于女士表示，“装

修公司主要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要不

也不能打如此大的折扣。 ”

双方签订了装修合同之后， 装修

公司的工人就开始进场施工， 并于一

个半月之后装修完毕。 今年春节前夕，

于女士一家如期搬进了新家。 入住不

长时间，闹心事开始找上了于女士。 于

女士先是发现厨房内多处瓷砖出现了

空鼓现象， 接着又发现卧室棚顶的乳

胶漆涂抹不够均匀。 最令于女士闹心

的是， 因为装修公司没有处理好洗手

间的防水层， 自己家洗澡时水却漏到

了楼下的邻居家， 令楼下的邻居蒙受

了一定损失。

在发现问题之后，于女士就开始联

系这家装修公司。 装修公司开始时只是

进行推诿，隔了一段时间后在电话中告

诉于女士：“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停

业了，目前已经不能帮助于女士修缮发

现的装修问题， 也无法给予于女士补

偿。 希望于女士多多理解，找其他装修

公司帮助维修。 ”

这样的说法显然让于女士无法接

受，在几经沟通未果之后，于女士打算

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现在比较困

扰我的是，这家装修公司已经处于停业

状态，在这样情况下，我还能通过法律

途径进行索赔吗？ ”

律师：能否获得赔偿

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于女士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但装修公司是否有能力赔偿，于女士能

否获得赔偿

,

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广

东奔犇律师事务所的刘国华律师表示。

据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 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公

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月未开

业的，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

个月

以上的， 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

执照。

“实践中，有些企业已经停业超过

6

个月， 有的已经被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有的则未注销。于女士可以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查询该装修公

司的基础信息等。 ”刘国华律师说，如该

装修公司依然存在， 于女士可以直接以

该装修公司为被告起诉索赔。 如果该装

修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于女士可以以该装修公司的股东、 发起

人或者出资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索赔。

如果该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

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于女士可以

根据该公司的实际情况， 主张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

股股东， 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

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如果股东或者第三

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

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于女士也可以要

求他们承担责任。当然，装修公司是否有

能力赔偿，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该装修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注销，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的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

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由有关主管机关

组织股东、 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公司法》的有

关规定， 公司债务的清偿顺序排在清算

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所欠税

款之后，而且是非常靠后。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因

公司解散而清算，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

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

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 应当立即向

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

院裁定宣告破产后， 清算组应当将清算

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所以，如果该装修公司破产，赔偿

能力将存疑， 而诉讼也是存在一定风险

和费用的（如诉讼费、鉴定费等）。即使于

女士胜诉， 也可能面临 ‘赢了官司输了

钱’的窘境。 ”刘国华律师说。

投资者诉万科撤销董事会

决议案进行二审判决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投资者袁女士、 张先生分别诉万

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撤销董事会决议

纠纷两案， 继

2017

年

3

月

24

日收到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

2018

年

3

月

22

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二审判决。 该案原告代理人

是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

郭捍东律师、韩炯律师，被告代理人为

北京市君和律师事务所。

2016

年

6

月

17

日下午， 万科公

司举行了第十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在会上，突然发生代表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独立董事张利平先生， 以其本

人任职的美国黑石集团正在与万科公

司洽售在中国的一个大型商业物业项

目，带来潜在的关联与利益冲突，存在

关联关系为由，申明回避表决涉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

十二项议案的事件，而北京市君合（深

圳）律师事务所为此专门出具了《关于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由于

独立董事张利平先生的回避表决，导

致表决议案的基数由

11

人变成

10

人， 全部十二项议案都在

7:3

的情形

下得以通过。

此结果一公开，引起社会与市场各

界哗然，引发了对万科公司该次董事会

该项表决结果的有效性，以及相关程序

适用是否恰当，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的巨大争议，并进而质疑独立董事张利

平先生有否回避表决的权利， 同时，万

科公司及张利平先生也被质疑是否履

行法定的信息披露职责。

2016

年

7

月

5

日，上述两位投资

者起诉万科公司，两案的诉讼请求为：

判令撤销

2016

年

6

月

17

日万科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过的”十二项董事会决议。

该两案系万科公司的中小投资者为维

护其合法权益、 完善公司治理的公益

性诉讼， 与万科公司内部大股东之间

利益之争无涉，也不持立场。

2016

年

10

月

9

日， 深圳市盐田

区人民法院举行庭前会议。

2016

年

12

月

12

日，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举行

庭审， 法庭辩论围绕下述方面展开：万

科独立董事张利平提出回避请求，事实

与理由是否存在；张利平参会时是否具

备独立董事资格；张利平作为独立董事

提出回避后，董事会对于原定预案的表

决程序有否瑕疵。 在该两案举证期内，

原告方曾提出三个申请即申请全体与

会董事出庭作证、 申请被告提供

2016

年

6

月

17

日董事会记录、 申请选任专

家陪审员，被告万科公司也提曾出两份

要求两位原告分别提供

6

亿元诉讼担

保金的《申请书》，合计担保金总额为

12

亿元。 除调取董事会会议记录一项外，

其余请求均被法院驳回。

在一审判决中， 盐田区人民法院

判决驳回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 关于

张利平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问题，

法院认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关于

张利平申请回避表决的事实理由是否

存在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只是商业

判断，只需公司管理人员决定，无需司

法审查； 关于张利平提出回避表决后

是否需要通过正式程序来审查并认定

其可以回避表决的问题，法院认为，应

当由公司自行决定。 关于表决程序中

涉案董事会会议的计票方式是否合法

问题，法院认为，依照公司章程，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后， 董事会可以不将关

联董事计入法定表决人数中，而且，有

关董事会决议所涉及的交易内容已经

终止， 原告请求撤销董事会决议已无

实际的诉争意义。

对此判决， 原告及代理人表示不

能认同，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2017

年

7

月

18

日深圳中院进

行了二审庭审。

在二审判决中，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股东的上诉请求，

维持了一审原判。二审法院认为，

2017

年

8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公

司法司法解释四，据此，二审法院主要

审查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法院认为一

审法院并无不妥。

法院正式受理首批投资者诉祥源文化、赵薇案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

案又迎来最新进展： 上海绿新投资者

索赔获得终审胜诉判决，另外，杭州中

院已正式受理首批投资者诉祥源文

化、赵薇案。

“面对上市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

行为，投资者想要挽回损失，唯有诉

讼一途。 根据《证券法》及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权益受损的

投资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

民事赔偿诉讼（包括投资差额、佣金、

印花税及利息损失

)

。 ”有证券维权律

师表示。

上海绿新投资者索赔

获得终审胜诉判决

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

上海绿新（现股票简称

:

顺灏股份）证

券虚假陈述投资者索赔案作出终审判

决， 维持此前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作

出的投资者胜诉判决， 驳回上海绿新

方面的上诉， 投资者获得了该索赔案

的最终胜诉判决。

据了解，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判

决认定，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

2012

年

3

月

1

日以后到虚假陈述揭露日

2016

年

4

月

29

日之间买入股票，并

且在虚假陈述揭露日

2016

年

4

月

29

日之后卖出或继续持有股票， 符合因

果关系认定规则， 同时考虑到同期市

场存在熔断等因素，故酌情扣除

20%

系统风险， 判决上海绿新向投资者赔

付

80%

的损失。

上述一审判决作出后， 上海绿新

在上诉期限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上海高院于近期对部分案

件作出二审判决， 维持了一审法院的

判决，投资者至此获得了最终胜诉。

“二审判决是生效判决，后续将

进入执行付款程序，在此之后提起索

赔诉讼的投资者后续获得胜诉是极

大概率事件。 ”此次收到终审胜诉判

决的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许峰律师称，上海绿新案的投资者

索赔时效到

2019

年

7

月， 目前还有

一年多时间，相信此次终审判决的作

出将会带动更多投资者加入索赔。 根

据此前判决， 在

2012

年

3

月

1

日到

2016

年

4

月

29

日之间买入上海绿新

股票，并且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之后

卖出或继续持有上海绿新股票的投

资者符合起诉条件， 截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持有任何数量股票的投资者

后续可放心发起索赔。

据悉，上海绿新还公告称，针对

投资者提出的诉讼金额，公司已全额

计提了预计负债， 其中计入

2016

年

度营业外支出

831.26

万元 ， 计入

2017

年

1~12

月营业外支出

3577.54

万元。 上海绿新公告还提及，如果上

述判决结果生效，公司将使用原控股

子公司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及涉案人员追回款项优先赔偿

投资者；同时，公司控股股东顺灏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若公司从浙江

德美破产清算及涉案人员追回的款

项不足以覆盖上述公众股东诉讼事

项产生的损失，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将为公司承担兜底补偿责任，确保

上市公司不会因此事项遭受任何经

济损失。

“上海绿新及控股股东的表态

是积极的，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

投资者权益的负责， 保护了上市公

司的利益， 所以该案后续的款项支

付程序应该不复杂， 而目前仍在持

观望态度的投资者目前也可放心起

诉，根据国内目前的法律规定，投资

者不起诉， 后续没有机会拿到赔偿

款。 ”许峰认为。

据了解，

2018

年

2

月， 法院再次

受理了一批上海绿新投资者提起的索

赔诉讼，近期或将进入庭审开庭。

祥源文化、赵薇案

获法院受理

近日，备受关注的投资者诉祥源文

化（原万家文化）、赵薇证券虚假陈述案

取得最新进展。 “杭州中院已正式受理

首批投资者诉祥源文化、赵薇案。 ”浙江

裕丰律师事务所厉健律师告诉证券时

报记者。

回溯事由，

2017

年

11

月

9

日晚，祥

源文化发布公告称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 证监会查明，龙薇传媒、万家文

化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主要事实如下

:

在控股权转让过程中

,

龙薇传媒通过万

家文化在

2017

年

1

月

12

日、

2017

年

2

月

16

日公告中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拟对万家

文化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60

万元

罚款，对相关责任人一并处罚。

根据《证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上市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虚

假陈述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 应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万家文化更名为祥源

文化，不影响投资者索赔。 虽然证监会

尚未公布正式处罚， 但依据立案登记

制规定， 杭州中院已受理我们代理的

首批祥源文化索赔案。 ”厉健称，由于

揭露日争议较大，根据司法解释，暂定

索赔条件：一、在

2017

年

1

月

12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间买入祥源文化

股票，并在

2017

年

4

月

1

日后继续持

有或卖出该股票的受损投资者可以索

赔。 二、 在

2017

年

1

月

12

日至

2017

年

2

月

27

日期间买入祥源文化股票，

并在

2017

年

2

月

28

日后继续持有或

卖出该股票的受损投资者可以索赔。

最终索赔条件以法院认定为准。 投资

者可以先交资料，在律师审核后，选择

合适时机起诉。

厉健提醒说， 投资者索赔应提供身

份证复印件、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加盖

证券公司营业部印章的股票对账单原件

(

首次买入该股票至今或全部卖掉之日

)

、

详细联系方式。

登云股份、宝利国际

虚假陈述案仍可索赔

“登云股份、宝利国际虚假陈述案仍

然在有效期内， 适格受损投资者在现阶

段仍可继续索赔。”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

主任刘国华律师表示。

登云股份

2017

年

6

月

6

日发布公

告称，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因虚假陈述等行为被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登云股份

IPO

的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更是被罚没

3000

余万元。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及行

政处罚、相关公告等材料，登云股份虚

假陈述案符合索赔条件的投资者为在

2014

年

2

月

19

日上市之日至

2015

年

10

月

20

日期间曾买入登云股份股票，

并在

2015

年

10

月

21

日后卖出或继续

持有股票的受损投资者， 可向登云股

份、新时代证券等违法主体提起诉讼索

赔。 ”刘国华说。

据刘国华介绍， 登云股份虚假陈述

案的管辖法院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中院之前审理的投资者诉佛山照

明、海信科龙、美达股份、勤上光电等虚

假陈述民事索赔案件， 绝大部分起诉的

受损投资者获得了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而佛山照明案和勤上光电案

,

更是经过

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 其

中佛山照明案中

,

投资者获赔金额超过

了

1.8

亿元。

2017

年

6

月

8

日，宝利国际公告收

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决

定对宝利国际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

处以

60

万元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给予

警告和数额不等的罚款。 “之前，宝利国

际虚假陈述案起诉的投资者已有获赔

先例，受损投资者莫错失获赔良机。 ”刘

国华提醒受损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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