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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酱卤肉使用焦糖色

北京一超市滥用食品添加剂被判十倍赔偿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月26日（总第6564期）

北京百秋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4）一中行（知）初字第
8687号原告李久峰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
审委员会专利行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一中行（知）初字
第8687号判决内容如下：维持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做出的第2203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
元，由原告李久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告李久峰不服该判决，已向本院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判决书及原告上诉状，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海东地区玉树州称多县称文镇灾后恢复重建援建办公室：
本院受理郭明霞、甘万寿、甘万霞诉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三建
筑工程公司、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
（2015）民申字第87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大连万事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诉北京富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特别清算委员会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4）民提字第2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衡水华昌大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河北省衡

水百惠商城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及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公司、
香港华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民申字第3187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香港华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河北省

衡水百惠商城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及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公
司、衡水华昌大酒店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民申字第3187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富泽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厦门市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及深圳富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5）民申字第3518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杨立功：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白水县鸿森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与被申请人你及李彦标、王俊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民申字第3074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李必水、张成平、庄廷毅、庄秋庆、潘飞立、林良水、李必文：

本院受理许葱娒与你们、玉环县坎门街道红旗股份经济合作社
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民申字第322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富星商贸广场房产开发（惠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
小军诉被告富星商贸广场房产开发（惠州）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
用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惠中法
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吾尔兰床上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通中沪家用纺

织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门工商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苏]海门市人民法院

金华明：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中
心支公司诉金华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昆商初字第015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嵘洁、杜生娟：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嵘
洁、杜生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昆商初字第012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何敏、高雪峰、张翠、万飞、胡传国、胡殿奎、刘宁、吉立红、张

越理、韩闯、张红、罗桂涛、齐丽、高家勇、黄文祥、柯源、尚维国、
刘元元、谭维勤、蓝东升、张永贵、鲁珍君、蔡振坤、殷萍、吴书凤、
刘祥平、王凤山、崔燕、杨长方、采素军、陈学军、陈丽琴、史云鹏、
史洪太、王健、王春玲、王岩、王亚林、何芙蓉、周红、刘佩云：本院
受理原告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闫长寿、李亮明：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
8294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沈阳航空锻造有限公司、徐中发、梅崇云：本院受理原告远
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沈阳航空锻造有限公司、徐中发、梅
崇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沈阳航空锻造有限公司、徐中发、梅崇云：本院受理原告远
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沈阳航空锻造有限公司、徐中发、梅
崇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福建时代宏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疆远山
矿产资源勘查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建时代宏伟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永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被告西安
永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
异议，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托民一初字第727号民事
裁定书及（2015）托民一初字第727号管辖权异议上诉状。限你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托里县人民法院
遵义市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巨丰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六盘水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钟山区马安
社区腾达建筑物资租赁站与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璧法民初字第01646号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判决：一、原告钟山区马安社区腾达建筑物资租赁站与
被告遵义市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
签订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予以解除；二、
被告遵义市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钟山区马安社区腾达建筑物资租赁站给付截
止 2015 年 3 月 15 日的租金 344153 元，并支付未退租赁物租金
【以钢管 16286.5 米、扣件 37501 套、顶（底）卡 498 只为基数，从
2015年3月16日起按钢管每米每日租金0.009615元、扣件每套
每日租金 0.009 元、顶（底）卡每只每日租金 0.06 元计算至本判
决生效之日止】；三、被告遵义市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钟山区马安社区腾达建
筑物资租赁站退还钢管 16286.5 米、扣件 37501 套、顶（底）卡
498只，逾期未退则按钢管每米22元、扣件每套7元、顶（底）卡

每只35元支付赔偿款；四、被告遵义市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钟山区马安社区腾
达建筑物资租赁站支付器材维护费18877元、配件缺失赔偿费
4865元、上下车费14289元，共计为38031元；五、被告遵义市巨
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
告钟山区马安社区腾达建筑物资租赁站支付违约金70000元。
案件受理费 13327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义市巨丰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此款原告已垫付，限被告义市巨
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履行案款时一并付给原告）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刘利勇、唐建、唐徽、杨勇、李涛、杨长生、袁熙峤、甘秉武、莫

永强、夏仕波、刘天才、许强、周小波：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奔成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共十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南法民初字第01153号、（2015）南法民
初字第01154 号、（2015）南法民初字第01155 号、（2015）南法民
初字第01157 号、（2015）南法民初字第01158 号、（2015）南法民
初字第01159 号、（2015）南法民初字第01160 号、（2015）南法民
初字第01161 号、（2015）南法民初字第01162 号、（2015）南法民
初字第01163 号、（2015）南法民初字第01164 号、（2015）南法民
初字第01165号、（2015）南法民初字第0116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受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河北
大光明实业集团嘉晶玻璃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
规定，为保障其他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的
诉权，现将案件受理情况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可申
请参加诉讼，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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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因认为购买的酱卤肉食品
含有添加剂焦糖色，违反了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规定的使用范围，消费者王女
士将北京某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超市）告上法庭。日前，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超市上诉，维持
一审判决：王女士向超市退还商品，超
市向王女士返还货款并支付10倍赔偿。

2015 年 3 月 21 日，王女士在超市
分别购买了 17 袋某品牌老汤浓香酱牛
肉、秘制醇香酱牛腱和浓郁五香酱羊
肝，共计 695.2 元。上述 3 个食品外包
装 袋 上 记 载 的 生 产 标 准 GB／T
23586－2009，配料表中均含有食品添
加剂 （焦糖色）。王女士诉至一审法院
称，自己购买了上述3种产品后，发现

产品标准号对应的是酱卤肉制品，但经
了解，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的使用范围不
包括酱卤肉制品，故涉案食品属于滥用
食品添加剂的不安全食品，请求判令自
己退还商品后，超市退还货款并进行
10倍赔偿。

庭审中，超市辩称，涉案食品本身是
酱制品，符合焦糖色的使用范围。10倍

赔偿的前提是食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
并且销售方在明知产品本身存在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况下进行销售时，销
售方才应承担责任，故不同意王女士的
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在超市购
买的食品外包装袋上记载的生产标准号
对应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记载的焦

糖色的使用范围不包括酱卤肉制品，
而涉案产品外包装袋上记载的配料表
均有食品添加剂焦糖色，故超市向王
女士销售的涉案食品违反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的要求，亦违反了食品安全
法的规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超市不服，提出上
诉。 （安 健）

本报讯 近日，青海省湟中县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
案。一对青年未领结婚证便举行婚
礼，并在一个月后分手。男方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女方返还彩礼，获
得法院部分支持。

原告小东 （1993 年 3 月出生）
于2014年12月经人介绍，与小希
（1992 年 1 月出生） 相识。2015 年
1月初，两人便按当地习俗举行结
婚仪式并同居生活。但因小东未达
到法定结婚年龄，二人并未领取结
婚证。婚礼之后不久，双方因生活
琐事发生争执，小希回娘家居住不
归。

事后，小东劝叫小希多次，均
遭拒绝，且小希在未征得小东同意
的情况下，终止妊娠。为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小东向法院起诉，要
求小希及小希的父亲老王返还其给
付的8万元彩礼。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
居，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
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小东与小希按当地习俗举
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但未领
取结婚证，小东也存在过错，他
在明知自己未达到法定婚龄的情
形下仍与小希按习俗举行结婚仪
式并同居生活，应承担相应的过
错责任。本案中，小希与小东共
同生活时间较短，并做了终止妊娠
手术，也应酌情减轻小希及其父亲
老王返还彩礼的责任。法院遂综合
小东给付彩礼和小希的陪嫁物品情
况，一审判决小希、老王返还小东
按习俗给付的彩礼5万元。

（孙 攀）

办完婚礼即告分手
彩礼被判酌情返还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说，结婚
时，一方要给另一方彩礼，这是我
国很多地方的传统习俗。关于彩礼
的性质，一般认为属于赠与行为，
但是是附有条件的赠与。赠与者的
目的很明显，即以最终结婚为条
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则赠与行为
可以撤销。如果双方未能最终结婚
或婚后未共同生活，女方有义务返
还已收取的彩礼。

法官说，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
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的；（二） 双方办理结婚
登 记 手 续 但 确 未 共 同 生 活 的 ；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
困 难 的 。” 其 中 ， 属 于 （二）、
（三） 项规定情形的，应当以双方
离婚为条件。尽管法律有明确的
规定，但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
仍存在比如彩礼的认定范围等诸
多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
判断。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判决女方
酌情返还男方彩礼款，实际上也是
平衡了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法
院的判决，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
可，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法官说法■

三种情况，彩礼可返还

本报讯 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变更
公司的组织形式，一股东认为该决定
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将公司告上
法庭。近日，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
人民法院审结此案，驳回原告撤销股
东大会决定的诉讼请求。

原告某香港公司是被告深圳某包
装公司的股东，其与自己的母公司
dynapac 共 同 持 有 被 告 15.99% 的 股
份。被告经工商部门批准由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原
告以自身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
侵害为由，于 2015 年 5 月起诉至深
圳前海合作区法院，请求撤销变
更，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3 万元。该
院经审理，近日判决依法驳回了原告
的诉求。

原告诉称，2014 年 12 月 3 日，
被告的董事会向原告及其他股东发出
召开股东大会，投票决定变更公司组
织形式的通知。2015年1月5日，原
告及其母公司 dynapac 都参加了会
议，因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
序、议题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被告的其他7名作为董
事、监事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对明显违
法的股东大会进行反对，未履行监督

和管理义务，致使通过相应的股东大
会决议，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股东利
益，原告不得不向法院起诉，并为此
支付律师费13万元。

被告辩称，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符
合原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规定，同意
票占到出席者表决权的84%以上，达
到了法定三分之二以上的通过率，不
存在无效情形；股东大会中的董事、
监事没有实施任何侵害原告权益的行
为；公司组织形式变更并非公司实质
变化，对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权益没
有任何损害，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没
有任何依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参加了股
东大会且行使了表决权，大会决议内
容经过了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并无证据显示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行为，故股东会议决议有效。
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因被告的行
为给自己造成股东利益上的直接损
失，律师费属于维权费而非被告行
为直接造成，故原告主张的利益损
失并不存在。据此，法院依据公司
法、相关司法解释及民诉法，判决驳
回原告的诉求。

（孙 普 王 云）

本报讯 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中，因原告自身颈椎的退行性
改变和交通事故导致的颈部外伤共同作
用，致使原告构成十级伤残，诉讼中保
险公司抗辩赔偿项目均应考虑损伤参与
度。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驳回
保险公司的该抗辩意见，判决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残疾赔
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合计
76816.13元。

2012 年 9 月 1 日 22 时 40 分左右，
陈某驾驶轿车与李先生驾驶的轿车发生
碰撞，致李先生受伤，车辆损坏。交警
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陈某负事故的

主要责任，李先生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陈某名下的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
间。事故发生后，李先生曾于 2013 年
就先行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诉至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同年 11 月，
该院判决保险公司先期赔偿李先生2.5
万余元。

为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费用，2015年5月，李先生一纸诉
状将陈某和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同年5月13日，崇川区法院委托司法鉴
定机构对原告损伤后的伤残等级、因果
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

2015 年 8 月 11 日，鉴定机构出具
鉴定意见认为：被鉴定人李先生在自身
颈椎退行性改变基础上，遭受交通伤害
导致颈部活动功能障碍，外伤为次要因

素 （参与度拟为 20%—30%），评定为
十级伤残。

法庭上，保险公司提出原告系因颈
椎自身的疾病导致了伤残，所有的赔偿
项目均应考虑损伤参与度，请法院作出
相应扣减后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因交通
事故就诊治疗，由此产生的各种损失均
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宜考虑

损伤参与度，且原告原本存在的颈椎
间盘突出的问题，也属于其个人体质
状况，虽然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结果
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属于
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情形。
而交强险立法时也未规定在确定交强
险责任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
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相应扣减，故对保
险公司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计算并扣除先前判决已赔偿
的部分费用，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残疾
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合计
76816.13元。

（赵 楠 古 林）

颈椎病病人遭遇交通事故致伤残

保险公司请求考虑损伤参与度未获支持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顾晓威介绍说，
在大部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交通事
故所致损伤是直接导致受害者的死亡或
者伤残的唯一原因，但在极少数情况
下，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受害者自身原
有的疾病或缺陷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
受害者的死亡或者伤残，即涉及损伤参
与度。目前，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损伤参与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故赔偿
义务人常常以损伤参与度作抗辩。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 十 六 条 规

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
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从该条款的规定可以看
出，交强险制度的设立是基于对交通

事故频发、事故责任人赔偿能力不
足、伤者索赔成本过高、社会保障体
制尚不完善等因素的现实考量，故交
强险责任是一种法定赔偿责任，交强
险赔偿的范围、标准、免责事由等均由

法律予以强制性规定。
顾晓威说，在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

人身伤亡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免责事
由仅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道路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
的情形，而即使发生该条例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的无证驾驶、醉酒驾
驶、盗抢、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
形，保险公司仍应向第三者承担交强
险责任后，才有向致害人追偿的权
利。本案中，原告构成十级伤残虽有
其自身颈椎病变的原因，但交强险系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利益而设置
的强制性保险，故保险公司仍应在交
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连线法官■

被告的抗辩意见无依据

股东大会变更公司组织形式
股东要求撤销决定被驳回

为方便社会公众旁听，深化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公开化、透明化，近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
在该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谢某等6名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浙江省第一监狱、浙江省十里丰监狱及衢州市三衢地
区人民检察院分别派员参加庭审，部分衢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罪犯家属及普通群众旁听了庭审。图为庭审现场。

张 旭 邱春燕 摄

让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更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