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市里买的雪菊过了保质期，网购的蚕丝面膜根本没蚕丝

购物时遇到“糟心事”该怎么办？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案释法，引导广大消费者正确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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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菊超过保质期，消费者获 10 倍赔偿
案例：2016 年，王先生在城区

某超市购买昆仑雪菊礼盒 4 提，每
提单价 250 元，购买后拆开发现该
产品生产日期为 2014 年 6 月，已
经超过保质期 10 个多月。 王先生
将此情况反映到市食药监局，该局
认为其反映情况属实，拟对超市进
行行政处罚。该案经法院一审审理
后，判决超市退回购物款并赔偿王
先生 1 万元。

法官： 王先生作为消费者，应
当在支付价款后享受合格的、优质
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 超市作

为经营者， 应严格按照诚信经营、
合法经营的原则出售商品。但本案
中，超市出售的食品远远超过保质
期，侵犯了王先生的合法利益。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
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
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 10 倍的
赔偿金”， 本案支持了王先生退回
购物款并要求支付价款 10 倍的赔
偿金的诉讼请求。

每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维权的话题都离不开法律的身
影。 据去年河南工商系统 12315 投诉平台数据显示，在商品消费
投诉中，河南人在购买服装鞋帽、汽车和家电时遇到的“糟心事”
最多。日前，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结合近年来相关维权案件，
从正反两方面为您维权出谋划策，并提醒广大消费者购物前擦亮
眼睛，货比三家，避免落入购物陷阱。

平板电脑有毛病，电子商城退款还赔偿
案例：2016 年 4 月，李女士通

过某电子商城以 3299 元购买了
Apple iPad 平板电脑一台。 2016
年 5 月中旬，李女士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所购买的电脑内屏有块墨汁
样的斑块， 遂申请售后维修服务。
该电子商城以产品是因未按《用户
手册》说明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
的损坏以及不在三包范围内为由，
让李女士联系厂家售后进行付费
维修。 李女士向工商局投诉无果，
故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判决电
子商城全额退还李女士货款并赔
偿经济损失 500 元，李女士退还涉

案平板电脑。
法官：本案双方存在合法的买

卖合同关系。李女士所购买的平板
电脑出现“内屏有块墨汁样的斑
块”的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电
子商城撤回对争议产品是否是质
量问题的鉴定，无法证实其所售产
品为合格产品，故李女士要求电子
商城退回货款的请求正当，予以支
持。考虑到李女士在处理本案纠纷
过程中存在一定经济损失，电子商
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法
院酌定电子商城赔偿李女士经济
损失 500 元。

收货验货不仔细，遇到麻烦自己来承担
案例：2016 年 6 月，陈先生通

过某互联网平台上一藏品店铺购
买 2013 年版熊猫金币 5 枚套装，
价格为 18888 元，支付方式为“货
到付款”， 拆分状态为“不需拆
分”。 3 日后，该店铺将附有清单的
货物通过京东物流送至陈先生家
中，陈先生的父亲在快递员在场的
情况下拆除包装验收货物，后在出
库单上签收，并以刷卡方式支付了
全部货款。陈先生于当天收货 8 小
时后与网络客服反映，收到的货物
中缺少熊猫金币， 并拨打 110 报
警。藏品店铺回复陈先生需查看监
控， 并与配送方面确认交接情况。
随后藏品店铺答复陈先生，快递员
确认陈先生一方已进行验货，并可
向陈先生提供货物打包的监控视
频。 之后，陈先生以涉案店铺未交

付货物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
店铺赔偿其全部购物款。法院经审
理后判决驳回陈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 ：本案中，快递公司将货
物送至陈先生家中，陈先生的父亲
当场拆除包装验收货物后在出库
单上签收，并支付货款。 根据交易
习惯，可以认定涉案店铺已向陈先
生交付诉争货物。陈先生主张未收
到相关熊猫金币，但未能提供相关
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要求店铺赔
偿全部购物款的诉请不予支持。提
醒广大网购爱好者，接收贵重网购
物品时，一定要亲自办理，并在快
递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打开包装仔
细查验货物，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与
快递人员交涉拒收，并保存好相关
证据，及时与商家联系处理，切不
可盲目签收。

蚕丝面膜没蚕丝，商家支付 3 倍赔偿金
案 例 ：2015 年 9 月 ，

王先生在天猫网络购物平
台某面膜销售店铺购买补
水蚕丝面膜贴 9 盒共 180
片，每盒 149.9 元；购买清
肌亮采蚕丝面膜贴 9 盒共
45 片，每盒 96 元，共计付
款 2213.1 元。 该店铺在网
页上宣传其产品为天然细
密轻薄蚕丝面膜， 产品包
装上显示“轻薄透气、仿如
第二层肌肤的隐形蚕丝质
地”。 王先生使用涉案面
膜 6 片后， 经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检测
分析， 该面膜布为 100%

再生纤维素纤维， 不含蚕
丝成分。王先生诉至法院，
请求该店铺退还购物款并
支付购物款 3 倍的赔偿
金。 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
买卖合同， 支持了王先生
的诉讼请求， 并判令王先
生返还店铺未使用的剩余
面膜。

法官 ： 从检测报告中
可以看出， 涉案店铺虚假
宣传，构成欺诈。王先生要
求店铺退还货款， 包含请
求撤销双方的买卖合同，
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应予撤
销， 双方相互返还货款和

货物， 王先生已使用的部
分不再返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
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 ”因涉案
店铺存在欺诈行为，故王先
生要求店铺赔偿其购买全
部商品总价款 3 倍数额的
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买手机弄错型号，要求退款被法院驳回
案例：60 岁的李先生于 2015 年 10 月

中旬在某电商公司购买 iPhone5 黑色 16G
电信版手机一部，于次日收货并支付货款
人民币 4498 元。 之后，因手机无法使用其
原有移动号码的手机卡， 李先生提出退
货。 电商公司于 5 日后以短信答复称，该
产品是电信定制机， 无法使用移动号，且
因李先生已开拆原封包装，该产品不支持
无条件退货。 李先生遂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由电商公司
返还其货款 4498 元。 庭审中， 李先生陈
述，购买手机时网页上确实写明了系电信
版。 李先生没有看规格参数页面，也没有
咨询过客服，不清楚购买时网页上是否注
明适用的网络。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李
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 本案电商公司已经在网页上写

明了手机系电信版， 并无隐瞒商品真实信
息的行为。 作为网络购物消费群体应具有
一定的网络知识和文化水平， 应能够注意
到并理解手机的网络制式， 故电商公司已
经尽到了告知义务。 李先生主张电商公司
没有对产品信息作出完整真实的说明、侵
犯其知情权的理由缺乏依据。虽然《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了网络
购物无条件退货的条款， 但涉案手机系定
制机，且李先生已开拆包装使用，商品已经
不符合完好条件，影响二次销售，故李先生
要求退货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不予支
持。 广大网购爱好者网购时一定要看清商
品详情和型号，如有需要，主动与店铺客服
进行联系咨询， 确保所购物品满足自己的
要求， 避免错购商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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