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一
购买有禁止添加材料的食品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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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2010年6月7日，维沃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市成
立，系第21886212号“vivo”注册商标的
权利人。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九
类，范围为：音乐耳机、USB线、手机用
USB线、电源适配器、USB充电器、电话
用电池充电器、可充电电池、可充电设
备用充电装置、无线充电器、手机屏
幕、手机显示屏等。注册有效期自
2017年12月28日至2027年12月27日
止。中卫市某手机配件批发总汇于
2018年4月9日成立。2019年10月11
日，在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的协助下，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中
卫市某手机配件批发总汇进行了工商
查处，当场扣押侵权产品为带“vivo”标
识的手机后盖 12个，手机屏幕 11个，
电源适配器 42个，数据线 40根，总计
105个。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
述物品予以扣押并对中卫市某手机配
件批发总汇作出行政处罚。经维沃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统计，中卫市某手机
配件批发总汇现场查扣假冒物品案值
7078元。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中

卫市某手机配件批发总汇侵害商标权
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经济
损失。

【裁判结果】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中卫市某手机配件批发总汇立即停
止侵犯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第
21886212号“vivo”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中卫市某手机配件批发总汇赔偿维
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和合理费
用共计6370元。

【典型意义】广大消费者在企业的
研发投入中享受到了高科技成果带来
的便捷，但不法厂商通过侵犯专利和
技术秘密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以次
充好蒙蔽消费者。原创企业的研发投
入得不到有效回报，将严重打击原创
企业的研发的信心、挫败研发动力。
本案中，法院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
行为，有力维护了企业的知识产权，有
效保护了企业的科技研发积极性，营
造尊重知识产权、切实保护消费者权
益的良好氛围，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有力
的法治保障。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消费者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主体，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
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近年
来，宁夏各级法院认真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坚持把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举措，立
足审判密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网，妥
善审理化解各类服务消费合同纠
纷和侵权案件，有力规范了市场经
济秩序，切实强化了消费者权益保
障力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又到一年“3·15”，本期
专刊征集全区各级法院审理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通过以案
释法、以案说理，进一步提高社会
各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的知晓度，营造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良好氛围，努力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本案情】 被告安徽某公司在被告北京京
东公司的网络平台经营专营店。原告刘某于2020
年 1月 9日、1月 22日在该专营店分两次购买“金
箔樱花酒原装果酒玻璃瓶礼盒180ml低度甜酒女
士酒”28瓶，共支付货款 3440.99元。刘某收到货
物后认为该果酒中添加“樱花”“金箔”成分，而根
据相关规定，“樱花”“金箔”均属于禁止添加到食
品中的材料，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安徽某公司
退还其购物货款 3440.99元并向其给付货款十倍
的赔偿款34409.9元，北京京东公司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裁判结果】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安徽某公司销售的果酒成分包含“樱花”“金
箔”，“樱花”尚未在我国经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原
料，亦未列入《国家新资源食品目录》。卫生部法
监司《关于对“金箔酒”进行卫生监督有关问题请
示的批复》中明确答复“金箔既不是酒类食品的生
产原料，也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应当禁止将
金箔加入食品中”。该果酒属于不符合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北京京东公司在网站上公布了
安徽某公司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
信息，尽到了作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应尽的合
理审查、注意义务及信息披露义务。故判决安徽
某公司向刘某退还货款 3440.99元并给付货款十
倍的赔偿款34409.9元，刘某向安徽某公司退还货
物，北京京东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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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
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1000 元的，为
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
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本案中，经营者在果酒中添加“樱花”“金箔”等食
品禁止添加材料，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严重影响
食品安全，法院综合具体案情，支持了消费者“退
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的诉求，有力打击了网络卖
家利用线上交易模式进行不法销售的行为。

【基本案情】刘某购票进入某公园游玩，通过
扫码支付的方式租赁骑骑智享公司投放在该景区
的单车骑行，下坡时由于刹车失灵单车发生侧翻
并致其受伤住院。刘某出院后就赔偿费用双方多
次协商未果，遂起诉至法院，请求由骑骑智享公
司、某公园、人保财险某支公司连带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129915元。

【裁判结果】泾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
某与某公园、骑骑智享公司分别建立旅游合同关
系、租赁合同关系。刘某在使用骑骑智享公司所
有的单车期间因刹车失灵车辆侧翻而受伤，该公
司应当向刘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
合理费用。某公园应当对刘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
带责任。判决骑骑智享公司向刘某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司
法鉴定费、后续治疗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
56219元，某公园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款项由人保财险某支公司直接向刘某赔付。案
件上诉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认定的
经济损失数额正确，根据骑骑智享公司与某公园
签订的合作协议，改判骑骑智享公司向刘某赔偿
33731元，某公园赔偿 22488元，该款项由人保财
险某支公司直接向刘某赔付。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共享单车在景区投放
导致游客身体损伤所引发的纠纷。法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第四
十九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判决骑骑智享公司作为提供商品的经营
者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理费用，某公园作为景
区经营者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妥善解决了旅游产业中的消费纠纷问题，有力
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8年 5月 27日，原
告吉某某以单价238元从京东购物平台
上购买被告安徽某商贸有限公司销售
的“广济堂儿童成长营养蛋白质粉”共
36罐，实际支付货款7128元。后原告发
现，案涉产品执行标准为《固体饮料》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GB／T29602），虽按该
标准案涉商品检验合格，但对于60月龄
以下的儿童而言，案涉商品不符合
GB22570标准规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被告退还货款、支付10倍赔偿金。

【裁判结果】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原告在被告经营的网络店
铺购买案涉食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
关系，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

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案涉产品属于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告作
为食品经营者，对其销售的冠以“儿
童”称谓的食品，应当尽到特殊膳食食
品标准查验义务。遂判决被告安徽某
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原告吉某某退款 7128元并支付赔偿款
71280元。

【典型意义】 本案体现出了经营者
对于冠以“儿童”称谓的食品，应当尽到
特殊膳食食品标准查验义务，未尽到此
义务，应为明知案涉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而经营，并承担赔偿责任。本案
的审理对净化电商平台市场环境，提醒
儿童食品经营者尽到相应查验义务，保
障儿童食品安全，具有一定典型意义。

【基本案情】 2019年 6月，原告杨
某需要购车，因资金紧张且征信不良，
便考虑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一辆二手
轿车。某二手车经营银川分公司承诺
可以让原告无需支付任何前期款项，即
能购买轿车一辆。原告在该公司指导
下通过购买二手车APP签署了大量格
式合同。后得知由某二手车经营银川
分公司向案外人购买二手奥迪 Q5轿
车，把车售于原告，车辆总价款220398元，
车辆所有权先登记在某二手车银川分
公司名下，再抵押于微众银行，原告需
每月向微众银行支付该车辆租金
4663.79 元 ，共 支 付 36 期 ，合 计
167896.44元，贷款还清后，车辆才能过
户至原告名下。并为车辆加装了GPS
设备，如原告逾期还款，则有权实施
GPS锁机并拖走车辆。车辆上路后，该
车引擎声音不正常，原告发现该车已经
多处切割、拆卸、修复、更换，存在严重
影响行驶安全的故障，系事故车、泡水
车，目前市场价值为 39105元。原告向
灵武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购车
协议》《融资租赁套系合同》《补充协
议》，并退还车款共计74901.64元，赔偿
原告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

与二被告签订的《购车协议》《融资租赁
套系合同》《补充协议》，以及与微众银
行签订的《汽车金融借款合同》《抵押合
同》《债权转让确认及补充协议》均系单
方设定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均免除了
设定合同方的责任，为原告设定并加重
各种责任，排除各项权利，属无效条
款。被告对原告选车起决定性作用，且
出售隐瞒质量问题的车辆，后又拖走车
辆，存在重大过错，应向原告惩罚性赔
偿。遂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向
原告退还已交车款5.1万元。

【典型意义】 通过手机APP购车虽
然简化了购车流程，但网签合同大多都
是售车方预先制定繁琐、冗长的格式合
同，通过设定“霸王”条款，售车方免除
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排除限制消费者
的权利，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在
APP 购车时如不认真阅读电子合同条
款，清晰了解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不
慎陷入“以租代购”、金融借款等法律关
系消费陷阱，导致权益受损，救济难度
大。本案处理时理清了复杂的法律关
系，依法分清了法律责任，向当事人释
明后，促使当事人明确法律后果，达成
协议处理纠纷，解决了原告的烦心事，
切实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案例二
旅游过程中受到损伤如何主张权利？

【基本案情】 2017年 8月 11日，赵
某通过淘宝网某大药房旗舰店从山东
某健康管理公司购买了44盒桃花姬阿
胶糕，每盒价款 98元，共计支付价款
4312元。桃花姬阿胶糕的生产厂家是
山东某保健品公司，配料为核桃仁、黑芝
麻、黄酒、阿胶、冰糖等成分，但该保健食
品预包装上没有标注各配料成分的含
量。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阿胶糕类食品生产
许可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桃花
姬阿胶糕这种保健食品的预包装上应
当标注阿胶使用含量。赵某以违反了
上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由诉至法院，
要求食品销售者退还货款4312元，并支
付价款10倍即43120元的赔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山
东某健康管理公司销售的桃花姬阿胶
糕外包装上确实未按相关规定注明各
配料成分，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的要
求。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关于构成惩罚性民事赔偿责任的免责

条款又规定，当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
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
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涉案桃花姬阿
胶糕未标注各配料的成分，并不会当然
影响食品的安全，且未注明各配料成分
亦不会使赵某对该食品产生错误的认
识，可视作文字记载疏漏性瑕疵。山东
某健康管理公司销售涉案食品符合免
责条款的规定，不构成民事惩罚性赔偿
责任。遂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例是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惩罚
性赔偿是否适用的典型案例。对于惩
罚性民事赔偿责任的免责事项，《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明确规定，
即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
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
的除外。该案的情形符合上述规定，法
院认定商家销售保健食品行为不构成
民事惩罚性赔偿责任，在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同时，依法保障了经营者的正
常经营，营造了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
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守护消费安全 践行司法为民
——全区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报记者 马荣

【基本案情】 2019年 6月 6日，王某某在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某超市以单价 2900元的
价格，购买了两瓶贵州茅台酒，支付价款
5800元。之后，王某某就所购买两瓶贵州茅
台酒存在瑕疵向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
武口区分局进行投诉。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大武口区分局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对这两瓶贵州茅台酒进行辨认（鉴定）。
2019年 6月 11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作出产品辨认（鉴定）表，确定属假冒注册商标
的产品。王某某向大武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超市支付价款 10倍即惩罚性赔偿
58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
款关于经营者惩罚性民事赔偿责任的具体内
容系“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消费者要对经营明知和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这两方面同时存在承担举证证

明责任。本案中，王某某仅举证证明了其所
购买的两瓶贵州茅台酒系假冒注册商标商
品，却没有举证证明两瓶假冒注册商标的贵
州茅台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及大武口区某
超市对这两瓶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主观
认识上是明知的证明。王某某的举证证明行
为未完成，不能证明其主张待证事实成立，判
决驳回原告王某某关于支付 10倍即惩罚性
赔偿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
的案例。该案中，消费者以其所购买的两瓶贵
州茅台酒系假冒产品提起诉讼，要求食品销售
者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消费者要对经营
明知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两方面
同时存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作为消费者
的原告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对此
其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
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被告赵某某系被告某美容
店的经营者。2018年5月12日，赵某某在青
铜峡市某服装店给原告乔某某做双眼皮手
术。术后，乔某某感觉眼线上下、双眼皮宽窄
不一致，弧度不流畅，右眼皮上提，眼睛睁、闭
时不舒服，睁眼时右眼皮向后拉。2019年 2
月13日，乔某某到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门诊
部检查，门诊诊断：双眼重睑术后角膜炎。原
告乔某某诉至青铜峡市人民法院，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某美容店、赵某某退还手术费用，赔
偿精神损失、后续修复费用等。4月13日，乔
某某在某医学美容诊所行双侧重睑修复术、
双侧内眦赘皮矫正术，花去医疗费24875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眼皮美
容项目并非被告某美容店经营范围，被告赵某
某也未取得双眼皮美容手术资格，违规为原告
乔某某提供双眼皮美容服务，造成原告手术后
双眼上睑见重睑术后痕迹，双眼睑闭合不全，

少量留白，角膜下方见点片状上皮剥脱，二被
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进行修复手术系
二被告侵权行为所致，所花医疗费二被告也应
当予以赔偿，但考虑到本案中乔某某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选择有资质的正规医
疗机构做双眼皮手术，对自身造成的损害后
果，其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判决被告某美容店、
被告赵某某赔偿原告乔某某继续治疗费、交通
费17482.5元，乔某某自行承担7492.5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乔某某选择由无资
质的赵某某给其做双眼皮美容手术，导致术
后出现问题，人身权益受到损害，经修复仍未
改善，后到美容诊所再次修复，花费大量支
出。虽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本案中赵某某提
供的美容服务不符合质量标准是不争的事
实，法院根据本案的案件事实及双方提交的
证据，酌定由乔某某承担30%的责任，赵某某
及其美容店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原告刘某某经
人介绍到北门金三角国际汽车城内被告某二
手车销售公司处购买了一辆马自达轿车用于
本人自用，工作人员向原告介绍车辆时称车
没有问题，车价 16.8万元，首付 30%就可购
买。随后，原告委托朋友向被告工作人员交
纳了首付购车款 5.04万元，由被告工作人员
代办了购车、过户、购买保险等手续。并交纳
手续费5600元，在被告公司办理了车辆按揭
贷款的各项手续。原告使用车辆期间，车辆
经常出现故障，原告多次与被告核实车辆车
况，被告均答复车辆没有问题。2017年 10
月，原告得知所购车辆系全损车，曾于 2016
年 1月 10日发生交通事故，换件件数确定为
139件，损失部位及程度为非常严重，定损金
额为 18万元，残值作价金额为 0元。原告认
为，被告作为经营二手车商户，隐瞒涉案车辆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系全损车辆的事实，已构
成消费欺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贺兰
县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车辆买
卖合同，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
16.8万元，退还原告手续费5600元，并赔偿原
告3倍购车款50.4万元，合计67.76万元。

【裁判结果】贺兰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作为专

业的车辆销售服务企业，其在取得涉案车辆时
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监测和整备，应当全面了
解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等情况，并在
向原告出售涉案车辆时负有告知车辆的使用、
修理、事故、检验等情况的义务。2016年1月
10日涉案车辆发生严重事故，损失部位及程
度非常严重，定损总金额为18万元，被告隐瞒
涉案车辆发生事故的相关情况，其行为构成欺
诈。对原告要求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
要求返还购车款及赔偿3倍购车款的诉讼请
求予以支持。判决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
卖合同，原告退还涉案车辆；被告向原告刘彩
艳退还购车款16.8万元，并三倍赔偿原告刘彩
艳购车款50.4万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由二手车交易纠纷
引发的诉讼案件增长迅速，而其中以消费者
主张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而诉请“退一赔三”
较为典型。本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应当对车辆的维修、
保养信息进行详细研究核实后再办理购买手
续，同时警示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严格核查
并如实告知消费者交易车辆的真实情况，从
维护消费者权益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切实尽到
审慎核查义务，促进二手车行业更加规范、健
康发展。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30日，刘某某
与宁夏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会籍合约
书》，成为该公司会员，会籍类别为五年商务卡
并支付会籍费5980元。11月1日，刘某某正式
开卡使用，后宁夏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无法在
原址继续经营，于2020年12月1日起停业至
今，何时恢复营业无法确定。刘某某为维护合
法权益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会籍
合约书》，并退还剩余健身卡费4066元。

【裁判结果】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审
理后认为，刘某某与宁夏某健身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的《会籍合约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
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因涉案
健身会所自2020年12月1日停业至今，导致
刘某某不能在原场所进行健身活动，虽然宁

夏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新的健身场所，
但违背刘某某订立合同的初始意愿，宁夏某
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判决
解除刘某某与宁夏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签
订的《会籍合约书》，宁夏某健身服务有限公
司退还刘某某健身会员费4066元。

【典型意义】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
向商家交付一定额度消费金额就可以类似整存
零取的方式享受到服务，有时还可以获得商家承
诺的额外优惠。此种消费方式一方面为消费者
提供了便利，且消费价格也低于正常消费，颇受
消费者青睐。但此种消费方式为商家和消费者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产生纠纷，商家“卷钱跑
路”的失信事件更是时有发生。本案的审理既维
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进一步助力营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和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案例三 购买到假冒注册商标产品能否请求十倍赔偿？

案例四 选择无资质机构美容失败能否获得赔偿？

案例五 购买二手车遭到欺诈如何维权？

案例六 办理健身会员卡后会所停业如何主张权利？

案例七 知名商标被假冒如何维权？

案例八 手机APP签订购车合同如何认定“霸王”条款？

案例九 购买“儿童”类食品不符合标准如何维权？

案例十 购买保健品未标注阿胶含量能否主张十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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