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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琴：本院受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支行诉李晓
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浦
支行申请执行李晓琴民事判决书书，依法委托上海同信土地房
地产评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上海学院路 18 号 114 室进行评
估，已作出（2015）SF00496号评估报告书。市场价值为53.3万元，
权利人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陈丽霞：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
陈丽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延东支行申请执行（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第6561号判决
书书，依法委托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海市虹
口区武昌路258号北部1717室进行评估，已作出国城估字2015-
03956号评估报告书。权利人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
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金彩云,陈岳西,陈琳：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延东支行诉金彩云,陈岳西,陈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申请执行（2013）黄浦民五
（商）初字第6563号判决书书，依法委托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对上海市虹口区武昌路 258 号北部 1715 室进行评
估，已作出国城估字 2015-03955号评估报告书。权利人自发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
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金彩云,陈岳西,陈琳：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延东支行诉金彩云,陈岳西,陈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申请执行（2013）黄浦民五
（商）初字第6562号判决书书，依法委托上海国衡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上海市虹口区武昌路 258号北部 1713室进行评估，已
作出沪国衡估字（2015）第 0131号评估报告书。权利人自发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徐武荣：本院受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诉徐武荣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申请
执行（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166号判决书书，依法委托上海国
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青浦区赵巷镇郡峰路9弄112号1-3
层进行评估，已作出国城估字2015-02799号评估报告书。权利人自
发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
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陈文逸：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陈文
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申请执行（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6563判决书，依法委
托上海同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上海市松江区
文 宇 路 88 弄 136 号 201 室 进 行 评 估 ，已 作 出 沪 TX（2015）
SF03953-3955评估报告书。权利人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
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上海逸和实业有限公司,李青方,上海神陆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郑群,刘秋燕,郑春良：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诉上海逸和实业有限公司,李青方,上海神陆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郑群,刘秋燕,郑春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执行（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
第2481号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同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对上海市宝山区通南路328弄68号501室进行评估，已
作出沪TX（2015）SF04628评估报告书。权利人自发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
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左帅岭、李艳丽、长葛市浩天牧业有限公司、长葛市丰源养殖
有限公司：关于申请人姜淑琴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需对李艳丽所有的豫A115DM轿车一辆价值评估。现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
送达，公告送达期满第5日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评估机构，逾期
则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随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
构不再另行公告。 [河南]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林武、刘淑圆：本院受理申请人江西温商集团茂弘
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选取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
（2015）赣开执 242-1号执行裁定书，依法裁定追加刘淑圆为本
案被执行人、（2015）赣开执242-2号执行裁定书，依法裁定对你
们所有的房产、车辆、股权予以拍卖，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六个工作日上午9时，
在本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取评估、拍卖机构，评估结束后即委托
拍卖，期间的评估、拍卖程序中你可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权利
的视为放弃。除拍卖公告外，评估、拍卖程序本院不再另行公告。

[江西]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隆达植物油加工有限公司、乔大木、李丽、刘丽波、陈

阳：受本院执行处委托，对吉林省隆达植物油加工有限公司名下的
位于九台市土们岭镇二道沟街道吉林省隆达植物油加工有限公司
院内的三个无籍房、围墙、大门及两栋办公楼进行测绘，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选定测绘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请你们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60日
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抽签室（西门安检室对过）选定测绘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
弃权利，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们在选定测绘机构之后三
日内来我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其后三日内向本院提
出，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
机构将作出初稿，你们应在初稿作出后三日内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后十日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
为对初稿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作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七日
后视为送达。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萍、李晓影：本院执行申请人李长春与被执行人王萍、李晓
影（2015）长经开执字第499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二人未能
按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长经开民初字第162号民事调解书确
定的内容履行义务，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长经开执字第499
号限期执行通知书及财产申报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解铁柱：本院受理兴安盟神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原告兴安盟神龙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对本次事故车辆蒙F19656号中型厢式货车造
成的停运损失进行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5日内到本院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机构、领取
鉴定报告、提出异议等相关权利。 [吉林]通榆县人民法院

谭宝华：本院受理你与赵桂英民间借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
白城市守信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所有房屋、附属物及土
地使用权进行评估，现已作出 2014白司委字第 124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定稿），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
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诉审
查科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
拍卖。 [吉林]通榆县人民法院

刘忠：本院依据已生效的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2012）宝
渭法民初字第 01346号民事判决书受理执行的陈小虎诉刘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渭滨执恢字第 00056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

张碎宝、王小萍、张军：本院受理刘小斌申请执行（2015）渭
滨执字第 0041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三人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行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
李塞琴：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加祥申请执行你丈夫崔延

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追加你为被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安执字第00018号执行通知书等、（2015）安执字第00018-1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如下：追加被执行人之妻李塞琴为被执行人。

[陕西]安塞县人民法院
李塞琴：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马高升申请执行你丈夫崔延

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追加你为被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安执字第00019号执行通知书、（2015）安执字第00019-1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如下：追加被执行人之妻李塞琴为被执行人。

[陕西]安塞县人民法院

杨玉龙：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金牛民初字
第1711号民事判决书于2015年5月5日立案受理周遵波申请执
行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牛执字第 1017号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丁济辉、黄秀芳：本院受理的张弋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

一案。执行标的160807元，现就该案向你们送达川衡房估报（2015）
第03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报告载明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九里堤北
路40号5栋3单元2楼3号住宅（权0992382，建筑面积90.59㎡）的评
估结果为评估单价7618/㎡，评估总价为69万元。本评估报告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你们可以对评
估报告提出书面异议。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程兵、张素英：本院立案受理富登小额贷款（四川）有限公司
成都城北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
280671元，执行费4110元。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金牛执字第 1599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送达届满之日起 3日内按生效
法律文书（2014）金牛民初字第650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履
行义务。本院已查封在你们共同名下位于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
街道黄河中路二段 36号圣菲TOW城 17栋 2单元 23楼 2304号
房屋（权 0351210）。依法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自动将上
述房屋予以腾空。公告期满后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四 9时 30分前
往本院委托鉴定、评估、拍卖中心办公室参加选定评估机构事
宜，逾期视为放弃选定权利，届时本院随机选出评估机构。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杨梅、李斌：本院立案受理富登小额贷款（四川）有限公司成

都城北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
1716733.28元，执行费21872元。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金牛执字第677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送达届满之日起 3日内按生
效法律文书（2014）金牛民初字第 1759、175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内容履行义务。本院已查封在你们共同名下位于成都市武侯
区龙腾西路3号6栋1单元1楼1号房屋（权1260778）。依法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自动将上述房屋予以腾空。公告期满后
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四9时30分前往本院委托鉴定、评估、拍卖中
心办公室参加选定评估机构事宜，逾期视为放弃选定权利，届时
本院随机选出评估机构。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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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殷崇义诉武汉汉福
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过期食
品，属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
销售的行为，消费者有权请
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
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3 年 6 月 17 日，殷崇义向武汉

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以下简
称汉福超市）支付251元，购买桃花姬
阿胶糕一盒，食品外包装载明的生产日
期为 2012 年 8 月 7 日，保质期为 10 个
月。购买后殷崇义发现食品已过保质
期，即向该超市要求退货无果，遂向湖
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汉福超市退还货款251元，十倍赔偿货
款 2510元，支付交通费 3000元、精神
抚慰金30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殷崇义提供的购物

发票可以证实其与汉福超市建立了买卖
合同关系。关于殷崇义现持有已过期
并据以提起诉讼的桃花姬阿胶糕是否
就是当时汉福超市所销售的商品的认
定。首先，殷崇义提供了商品实物及
购物发票，完成了证明消费者购物的
举证责任，且殷崇义于购买当日就向
汉福超市反映情况要求退货，双方协
商不成于同日就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汉阳分局进行了申诉，殷崇义反
映产品质量问题很及时。汉福超市虽
辩称殷崇义要求退货的过期桃花姬阿
胶糕不是汉福超市卖场提供的，但未
向法院提交同期进货的证据证实不是
汉福超市卖场销售的，与殷崇义提供
的桃花姬阿胶糕不是一批次产品。汉
福超市不能提供完整的食品进货查验
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出
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是法律所禁止的
行为。据此，一审法院依照食品安全
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汉福超市
退还货款 251 元，十倍赔偿货款 2510
元，赔偿殷崇义交通费 500 元。汉福
超市以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
为由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认为，汉福超市主张本案所涉商
品不是由其销售，但又不能提供充足

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对殷崇义出具
的购物发票没有异议，故对其该主张不
予支持。汉福超市销售过期食品为法律
所禁止，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
其不是故意销售过期食品，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维持原
判。

二、刘新诉陕西立新药
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出售假冒其
他批号的保健食品，属于出
售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消
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
付价款十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2年 10月 19日，刘新向陕西立

新药房 （以下简称立新药房） 支付 280
元购买 4盒“快速瘦身减肥胶囊”，产
品 包 装 注 明 批 准 文 号 为 卫 食 健 字
（2003） 第 0129 号。刘新购买后未拆
封、未食用。后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网站查询，未找到该产品的相关
信息。另根据产品包装上注明的批准文
号卫食健字 （2003） 第 0129 号，查询
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的该文
号下的保健品名称为：“俏妹牌减肥胶
囊”。刘新认为其所购的保健食品未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登记，应为不
合格的假冒产品，遂向陕西省西安市莲
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立新药房退还
货款 280 元，十倍赔偿购货价款 2800
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立新药房销

售的“快速瘦身减肥胶囊”属于保健食
品 ， 该 食 品 上 标 注 的 “ 食 卫 健 字
（2003） 第 0129号”批准文号，与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中的同一批准
文号的产品名称“俏妹牌减肥胶囊”不
一致，立新药房也未能提供该产品相关
准许生产的证明文件。《保健食品管理

办法》第五条规定：“凡声称具有保健
功能的食品必须经卫生部审查确认”；
该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保健
食品标签和说明书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
准和要求，并标明保健食品批准文
号。”立新药房销售的保健食品“快速
瘦身减肥胶囊”系冒用批准文号的商
品，其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立新药房
作为销售者，在进货时未审查相关批准
证书，使该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其行为
构成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销
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应依法退货退款并支付赔偿金。
该院遂判决立新药房退还刘新货款 280
元，并向刘新赔偿十倍购物价款 2800
元。立新药房未上诉。

三、王辛诉小米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
纷案

——销售者网上销售商
品有价格欺诈行为，诱使消
费者购买该商品的，即使该
商品质量合格，消费者有权
请求销售者“退一赔三”和
保底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4年 4月 8日，小米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公司）在其官方
网站上发布的广告显示：10400mAh移
动电源，“米粉节”特价 49元。当日，
王辛在该网站上订购了以下两款移动电
源：小米金属移动电源 10400mAh银色
69元，小米移动电源 5200mAh 银色 39
元。王辛提交订单后，于当日通过支付
宝向小米公司付款 108元。同月 12日，
王辛收到上述两个移动电源及配套的数
据 线 。 同 月 17 日 ， 王 辛 发 现 使 用
5200mAh 移动电源的原配数据线不能
给手机充满电，故与小米公司的客服联
系，要求调换数据线。小米公司同意调
换并已收到该数据线。此后，王辛以小

米公司对其实施价格欺诈为由向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网络购
物合同，王辛退还小米公司两套涉案移
动电源，并请求小米公司：1.赔偿王辛
500元；2.退还王辛购货价款108元；3.
支付王辛快递费15元；4.赔偿王辛交通
费、打印费、复印费1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网络购物合

同有效，小米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
诈，王辛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故判
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王辛不服，向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
小米公司提前一周打出原价 69 元电源

“米粉节”卖 49 元的广告，欺骗消费
者进行排队抢购，销售当天广告还
在，但商品却卖 69 元，小米公司为网
购设定了定时抢购，抢购时间不到 20
分钟，其行为已构成价格欺诈。二审
法院认为，涉案网购合同有效，消费
者拥有公平交易权和商品知情权。由
于小米公司网络抢购此种销售方式的
特殊性，该广告与商品的抢购界面直
接链接且消费者需在短时间内作出购
买的意思表示。王辛由于认同小米公
司广告价格 49 元，故在“米粉节”当
日作出抢购的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
表示的价格应为 49 元，但从小米网站
订单详情可以看出，王辛于 2014 年 4
月 8 日 14 时 30 分 下 单 ， 订 单 中
10400mAh 移动电源的价格却为 69 元
而非 49 元。小米公司现认可小米商城
活动界面显示错误，存在广告价格与
实际结算价格不一致之情形，但其解
释为电脑后台系统出现错误。由于小
米公司事后就其后台出现错误问题并
未在网络上向消费者作出声明，且其
无证据证明“米粉节”当天其电脑后
台出现故障，故二审法院认定小米公
司对此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王辛
关于 10400mAh移动电源存在欺诈请求
撤销合同的请求合理，对另一电源双
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二审法院
准许。据此，该院依法判决王辛退还
小米公司上述两个移动电源，小米公

司保底赔偿王辛 500 元，退还王辛
货款 108 元，驳回王辛其他诉讼请
求。

四、李晓东诉酒仙网电
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网购合
同纠纷案

——电商作为销售者利
用他人网络销售货物过程中
有欺诈行为，交易后与消费
者达成赔偿协议而不履行，
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依照
协议承担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2年 8月 9日，李晓东在淘宝

网购买了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酒仙公司）销售的白酒
6瓶，网上商品页面描述为“白酒中
国名牌52度五粮液（1618） 500ml特
价”，成交价为8349元。交易完成后
李晓东查询上述网页发现，其购买的
白酒在酒仙公司的淘宝店铺中标注的
商品“特价和原价”相等，于是向北
京市价格举报中心举报。之后，李晓
东与酒仙公司达成 《谅解协议书》，
约定双方于协议签订后5日内完成退
货、退款手续，酒仙公司赔偿李晓东
8394 元，如一方违约，承担总金额
20%的违约金。因酒仙公司未履行该
协议，李晓东诉至江苏省滨海县人民
法院，请求酒仙公司赔偿 8394 元并
承担违约金1678.8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

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
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者在交
易过程中，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的真实信息，不得作虚假宣
传。在本案网络交易过程中，酒仙
公司以网上销售的是特价商品来误
导消费者，其行为已构成欺诈，依
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李晓东在请

求赔偿过程中与酒仙公司达成了谅
解协议，因酒仙公司未能按照该协
议约定义务履行，其行为已构成违
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李
晓东要求酒仙公司按照协议履行赔
偿义务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
定，依法应予支持。经受诉法院合
法传唤，酒仙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抗辩
权，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
果。受诉法院判决酒仙公司给付李
晓东赔偿款 8394 元，并承担违约金
1678.8 元，共计 10072.8 元。酒仙公
司未上诉。

五、杨波诉巴彦淖尔市
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
特前旗分公司、付迎春网络
购物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网购的货物
在交付过程中被他人冒领，
消费者主张销售者与送货人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
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销售
者承担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3 年 3 月 19 日，杨波以网购

形式从付迎春开办的电子经营部购买
价值 15123元的电脑一台，下单后货
款及邮寄费 95 元均已向付迎春付
清。同日，付迎春委托巴彦淖尔市合
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
司（以下简称速递公司）送货。该货
物于同月 24 日到达交货地后被他人
冒领。为此，杨波多次要求付迎春交
货未果，遂诉至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
前旗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速递公司、
付迎春赔偿其电脑款 15123元和邮寄
费95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认为，杨波以网购形式从

付迎春处购买商品，并向付迎春支付了
货款和邮寄费，付迎春作为托运人委
托速递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杨波，分别
形成网购合同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
从当事人各自的权利义务来看，在网
购合同中，杨波通过网上银行已经支
付了货款和邮寄费，履行了消费者的付
款义务，付迎春作为销售者依约负有向
杨波交货的义务。 ⇨⇨下转第四版

6月 15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通气会，通报了10起消费者维权典
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
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接受了本报记
者的采访。

问：人民法院围绕贯彻实施新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做了哪些工作？

答：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公布后，最高
人民法院及时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
彻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通知》，提出
了明确要求，并且制定了《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此外，还发布了《2010-2013 年人
民法院维护消费者权益状况》白皮书，全
面总结了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消费者维权
案件工作，彰显了民事审判在维护消费
安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人民法院深入贯彻新消法，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持重典治乱，严惩
重处。依法适用新消法关于惩罚性赔偿
的规定，大幅提升经营者赔偿金额，提高
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让制假售假者付出
了沉重代价，为消费者安全放心消费撑
起一片蓝天，改善了市场环境。二是准
确运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加重经营者
的举证责任。为切实解决买卖双方商品
信息不对称，经营者违法成本低，消费者
维权成本高的矛盾，人民法院审理消费
者维权纠纷案件，依法把举证责任分配
给经营者，有效地缓解了消费者举证难

问题。三是依法认定“霸王条款”无效，
保障消费者各项法定权利的落实。针对
经营者制定“霸王条款”，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情况，人民法院适用新消法的规定，
对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制定格式条款
等方法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的，一律认
定为无效。主要包括“包间最低消费”、

“预付卡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商品一经
售出概不退货”等，依法保护消费者网购
7日内无理由退货等权利的行使。四是
创造良好司法环境，着力解决消费者维
权难。许多法院建立了专业审判机构，
开展巡回审判，方便消费者诉讼。对于
消费者维权简易纠纷案件，实行快审快
结，尽快实现消费者权利，深受消费者欢
迎。

自新消法施行至上月底，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法院共审理消费者维权纠纷
案件164115件，审结147704件。通过公
布典型案例，统一裁判规则，解决“同案
同判”的问题，维护了消费者权益，提升
了消费安全水平，维护了市场秩序。

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相关工作进
展情况如何？

答：新消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
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中消协及省级
消协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事诉
讼法第五十五条也对公益诉讼作了明确
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一个新事
物，目前还缺乏一套完备的程序规则。
诉讼中涉及到不少新问题。立法机关和
消费者协会对此都很重视，希望最高人
民法院尽早出台司法解释。目前我院正
在对此进行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抓紧
开展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力争年内出
台。同时，对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
相关问题，我们将认真面对，严格依照法
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妥善处理好这类
案件。

问：“知假买假”是否受新消法的保
护？

答：我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已有
规定。实践中对于个人和单位“知假买

假”应当区别对待。首先，消费者是指购
买商品或者服务的个人。个人“知假买
假”的，应受到新消法的保护。从法律上
讲，新消法并不否认个人“知假买假”，个
人打假当然具有消费者资格，诉讼中应
按消费者对待。从公平的角度讲，经营
者生产或者销售合格商品是其法定义
务，个人打假者支付了商品对价，理应买
到合格商品。如果他买了假货，有权依
照新消法向经营者主张权利。其次，单
位“知假买假”，因其不属于个人消费，不
应认定其为消费者。因打假纠纷起诉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照合同法等
相关法律规定处理，维护购买者的合法
权益，但不应适用新消法关于惩罚性赔
偿的规定。

问：目前网络交易安全问题突出，人
民法院应如何应对？

答：进入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网络
购物已进入千家万户，为拉动经济增长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 年，我
国网购交易额达12.3万亿元。消费者在

享受网购廉价快捷的同时，也深受假
冒伪劣商品多的困扰。目前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买卖双方商品信息不对
称，售后责任不确定，支付安全不充
分，消费者维权难。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人民法院在
审理网络购物纠纷时，要加大对消费
者的保护力度，全力维护网购安全。
一要确保消费者网购“后悔权”的行
使，维护消费者7日内无理由退货的
权利。对于经营者制定的“霸王条
款”，要依法认定为无效，维护消费
者7日内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二要正
确划分经营者与电商平台的法律责
任。买卖双方借助电商平台进行交
易，交易主体是经营者和消费者，发
生商品质量数量纠纷，应由经营者承
担赔偿责任。但如果消费者遭受损失
后，电商平台不能提供经营者的地址
和有效联系方式，则应由电商平台先
行赔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商的
发展，不少经营者利用自己设立的电

商平台进行网络交易，电商平台本身
就是经营者，消费者遭受网购损失
时，电商平台、经营者均应直接承担
赔偿责任。三要针对共同侵权，判令
电商平台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实
践中有的电商平台与经营者为了其共
同利益，恶意串通，损害消费者利
益，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问：目前农村消费者通过诉讼维
权的较少，请问是何原因，人民法院有
何举措？

答：农村消费者诉讼维权较少的
原因，一是由于农村地处偏远，法律普
及程度较低，其维权意识还很薄弱；二
是由于其依法维权的能力较低，发生
纠纷不知如何举证和诉讼，担心打不
赢官司；三是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困
难，维权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对此，我
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措施，扭
转农村消费者维权难的现状。一要方
便诉讼，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就近立
案，就近审判，尽量减少消费者在途奔
波；二要设法降低其维权成本，依法减
免其诉讼费用，尽量减少其因维权产
生的食宿、交通等费用；三要充分运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让有理的农村消费
者依法获得足够的赔偿，尽力扭转其

“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局面；四要加强
法治宣传，开展以案说法，增强其维权
意识，依靠法治力量，为农村消费者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依法审理消费者维权案件 维护消费安全和市场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罗书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