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以购买的茶叶过期

为由， 孙某要求上海恒霖茶叶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恒霖公司”）

退一赔十， 然而， 根据孙某提供

的证据， 却难以证明孙某声称过

期的茶叶是在该公司购买的。 近

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并判决驳回

了孙某的诉讼请求。

2017 年 4 月 2 日， 孙某在恒

霖公司处购买“滇红印象” 红茶

2 盒、 “芽韵” 红茶 4 盒， 共支

付货款 1.1 万元。 之后， 孙某发

现， 其中 1 盒“滇红印象” 红茶

和 4 盒“芽韵” 红茶超过了保质

期， 另外 1 盒“滇红印象” 红茶

内外包装标注的生产日期不一致。

据此， 孙某向上海市闵行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举报， 并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请

求判令恒霖公司退一赔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可以认

定孙某与恒霖公司建立了买卖合

同关系。 但孙某对其主张的该日

购买的商品即为诉请茶叶品种尚

无确切证据证明。 孙立新提供的

商品“滇红印象” 红茶和“芽韵”

红茶照片， 因所示茶叶品种并非

恒霖公司独家经营的特定商品，

因此该证据难以证明照片中商品

与孙立新主张的 2017 年 4 月 2 日

购得商品具有同一性。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孙

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孙某不服， 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孙某提供

的支付凭证与商品销售单无法相

互印证， 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孙

某于 2017 年 4 月 2 日在恒霖公司

处购买的商品为“滇红印象” 2

盒以及“芽韵” 4 盒。 孙某出具

的商品销售单上并没有载明所购

买“滇红印象” 及“芽韵” 的生

产批次， 而涉案商品在其他商场

或者茶叶专营店均可购得。

据孙某自述， 其在 2017 年 4

月 1 日也就是购买本案涉案商品

的前一天在其他茶叶专营店也曾

购买过同类商品。 因此， 即使孙

某于 2017 年 4 月 2 日在恒霖公司

处购买了“滇红印象” 2 盒以及

“芽韵” 4 盒的商品， 也不足以证

明所购商品与孙立新提交的涉案

商品具有同一性。

此外， 孙某在本市有多起因

食品超过保质期而提起的买卖合

同纠纷， 可见孙某对于食品保质

期问题有着高于一般买受人的关

注度， 也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对

所购买食品与其所举证的超过保

质期商品的同一性、 关联性承担

更为严格的证明责任。

上海三中院认为， 孙某在购

买后 5 个多月才提出关于商品保

质期的问题， 未尽到及时检验的

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

其自身承担。

声称购买的茶叶过期 要求退一赔十
法院二审驳回诉请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姜叶萌 王晓棠

女婿在婚前， 求得丈母娘

“赞助” 了一笔买房、 结婚钱， 这

究竟是赠与还是借款呢？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丈母

娘起诉要求女婿还款的案件， 最

终法院判决女婿返还丈母娘 30 万

元。

转账30万元 离婚提起诉讼

2015 年， 准女婿程展和女儿

敏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同年

7 月， 程展卖掉海门路的房屋，

以 625 万元购买了周家嘴路的某

房屋， 并登记于程展个人名下。

看着准女婿因购置婚房、 结婚急

需用钱， 丈母娘黄阿姨在 2015 年

11月， 分 6次合计转账 30万元到

程展的账户。 不久， 程展和敏敏

登记结婚。

然而两年后， 小两口因感情

不和离婚， 虽然敏敏在婚姻存续

期间参与了婚房的还贷， 但离婚

时房子归程展个人所有， 敏敏未

得到分文补偿。 而之前给的 30 万

元， 女婿也一直没有归还。 女儿

虽然不在意， 黄阿姨却对女婿的

做法甚为不满， 于是将女婿起诉

到法院， 要求女婿归还 30万元。

赠与或借款 双方各执一词

审理中， 黄阿姨向法庭表示，

2015 年 8 月， 女婿向自己借款 30

万元， 当时女儿女婿在准备结婚，

所以没让女婿出具借条。 两人离

婚时， 黄阿姨曾找女婿沟通， 当

时女婿对借款事实没有异议， 但

提出两年之后再还， 黄阿姨觉得

女婿的说法不靠谱， 这才起诉到

法院。

对此， 程展却不认同， 他表

示， 虽然收到了黄阿姨的 30 万元

转账， 但这笔钱并非借款， 双方

不存在借款合意， 也未出具借条。

购置婚房的首付款是自己卖掉海

门路的房屋凑的， 剩余房款全部

银行贷款， 所以不可能向黄阿姨

借款买房。 收到的 30 万元全部用

于婚庆、 酒水等结婚开销， 因此

30 万元是黄阿姨对自己的赠与。

此前在双方沟通中之所以对借款

事实没有表示异议， 只是为了争

取早日复婚而做的妥协， 并非对

借款的认可。

法院：父母资助不等于赠与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 双方

对于程展收到黄阿姨转账的 30 万

元无异议， 但关于交付理由各执

一词， 黄阿姨认为是借款， 程展

认为是赠与。

从证据角度来说， 黄阿姨提

供的 30 万元转账凭证， 能够证明

款项交付真实存在。 程展自始至

终未能提供黄阿姨将 30 万元赠与

自己的证据， 其辩称意见没有依

据。

从人伦常理来说， 黄阿姨在

女儿婚前转账大笔钱款给程展，

程展买房后登记在自己个人名下，

属其婚前财产。 已退休的黄阿姨

无论在经济条件， 还是今后获得

财富的能力上均不如程展， 考虑

到年轻人结婚压力给予准女婿临

时性资金出借， 助其度过经济困

窘期更符合社会常理。 即使赠与

的说法成立， 亦应是黄阿姨对女

儿的赠与， 这更符合中国父母的

心性、 做法。

从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

虽然子女购房、 成家， 父母给予

资助也属正常， 但不能将父母的

资助认定为理所当然的赠与。 须

知父母养育子女成人已属不易，

子女成年之后还要求父母继续无

条件付出实为苛刻， 这种坐享其

成的想法， 亦为法律所不支持。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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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魔师遭遇专利侵权
被告被判赔 30万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保温杯界知名品牌膳

魔师日前遭遇“被侵权” 问题。 近

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

原告膳魔师 （中国） 家庭制品有限

公司与被告上海纳展贸易有限公司

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 认定被

告生产的一款“美淘淘保温杯” 落

入原告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判决

被告应立即停止对原告享有的名称

为“饮料用容器的栓体” 的发明专

利权的侵害； 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30万元； 驳回

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涉案发明专利“饮料用容器栓

体” 的专利权人为膳魔师 （中国）

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和膳魔师株式会

社。 原告发现， 被告生产、 销售的

一款“美淘淘保温杯” 落入原告涉

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原告认为， 被

告未经许可， 长期大量生产、 销售

侵权产品的行为， 侵害了原告的专

利权， 造成了原告的经济损失。

为此， 原告起诉至法院， 请求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发明专

利权的行为， 即立即停止制造、 销

售侵权产品；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及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共计 50万元。

被告辩称， 被控侵权产品不是

被告生产， 被告仅是销售商， 不具

备生产能力和资质； 被控侵权产品

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原告

专利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 要求 50

万元赔偿缺乏事实依据； 案外人浙

江天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就涉案

专利提起无效宣告， 请求中止本案

审理。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经比对，

被控侵权产品技术方案落入原告涉

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被控侵权产品

外包装盒上标注了被告的天猫店铺

名， 同时标注被告是监制商， 产品

上亦标注了被告的美淘淘商标标识

以及被告的公司名称， 可以认定被

告是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商。

被告未经许可， 擅自生产、 销

售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被控

侵权产品， 侵犯了原告的发明专利

权， 应当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

的责任。 综合考虑涉案专利权的类

别、 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 情节、

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价格等因素，

酌情确定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

30万元。

“熊孩子”上马术课 还没上马就摔伤
法院判决：培训机构担责7成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本报讯 “熊孩子” 参加马术

培训班， 人还没上马体验， 自己就

在一旁玩乐中摔伤了门牙。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熊孩

子” 向培训机构索赔案， 最终法院

判决马术公司和孩子分别承担 70%

和 30%的责任。

2016 年 7 月 31 日 ,周伟 （化

名） 参加马术公司组织的为期一周

的以马术培训以及英语培训为主要

内容的夏令营活动。 同年 8 月 4 日

14 时 30 分左右， 周伟在课间等候

集合的过程中， 在马术公司的大堂

水吧接待处， 独自双手撑住两旁的

椅子进行身体纵向上下运动而不慎

摔倒， 致使门牙受损， 后送至医院

就诊并通知了周伟家长。

周伟及其代理人起诉认为， 马

术公司作为活动的组织者， 且从事

盈利活动， 负有管理义务， 本次事

故的发生与马术公司疏于管理密不

可分， 请求法院判令马术公司赔偿

周伟医药费、 营养费、 误工费等费

用合计 25832.5元。

而马术公司则认为， 周伟在无

相关教练以及其他人员进行类似示

范性动作的情况下， 自行进行危险

动作， 且事发时马术公司相关员工

也及时给予了周伟规劝并制止其行

为， 马术公司已经尽到了管理义

务。 而且事发时周伟已经年满 10

周岁， 具有一定的自控能力， 对于

此次事故应该由周伟自行承担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事发时周伟

已经年满 10 周岁， 其认知水平以

及受教育程度， 应当对其等待集合

过程中的实施的上述自发行为的危

险性以及可能的后果具有清醒的认

识。 在参加夏令营的集体活动时，

更应该遵守相关行为准则， 规范自

身的行为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然而

周伟未尽到自身审慎注意义务， 在

等待集合期间， 放任自身行为， 致

使自己受伤， 就本次事故具有一定

的过错， 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马术公司在开展夏令营活动

时， 应当知晓周伟年龄段学员活泼

爱动的特点， 对于学员在夏令营活

动中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亦具备一定

的预见能力， 仅通过入营告知以及

学员自律难以排除相关隐患。 马术

公司作为活动的组织方， 理应对学

员予以必要的教育指导、 安全保

障， 并加强活动期间的现场管理， 以

有效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

事发时系学员等待集合之时， 马

术公司未能维护好活动秩序， 在周伟

实施危险动作时只是口头劝阻， 而没

有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手段教育管理，

放任周伟继续实施危险动作， 马术公

司在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欠缺， 就本

次事故具有一定的过错。 根据双方的

过错程度、 致伤原因以及本案实际情

况， 确定马术公司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 周伟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按照

责任比例， 判令马术公司赔偿周伟

11688.5元。

岳母婚前给女婿30万元 赠与还是借款？
虹口法院审理一起丈母娘起诉女婿还款案

养狗撞伤人一杀了之？
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还原真相判决全赔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自家饲养的狗夜色下

乱窜撞伤路人， 为了躲避赔偿责任

竟在事后将涉事的狗暗自杀掉， 以

此推卸称涉案的狗不是自己所养。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起案件， 法院审理后还原了这起

事故的真相。 最终认定按生活经验

常理及证据的综合， 形成证据高度

盖然， 张某作为饲养人应当对原告

胡某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016 年 9 月 2 日近 23 时， 胡

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至嘉定区黎明村

一户农宅附近时， 恰巧一只白色黑

斑的狗撞上胡某的电动自行车， 导

致胡某摔倒受伤。 后胡某被送往上

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治疗诊断， 诊

断结果为左锁骨骨折。 为治疗伤情，

原告住院治疗并花费了上万元医疗

费。 2018 年 2 月， 经司法鉴定， 胡

某因外伤致左锁骨骨折， 现左肩关

节活动受限， 评定为伤残。

因双方就赔偿无法达成协议，

胡某提起诉讼。 胡某认为， 张某未

对其饲养的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

了自己的伤害， 给自己带来了经济

损失和精神损失， 张某应对自己的

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张某辩称， 对事故经过无异议，

但涉案的狗并不是自己饲养， 本案

胡某主张的费用在第一次诉讼民事

案件执行过程中， 双方和解并履行

完毕， 胡某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

要求驳回胡某的起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 饲养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

轻责任。

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以及证人

证言反映， 被告张某平时家中常养

七八只狗， 白色黑斑狗系张某饲养；

白色黑斑狗是从张某居住地的院子

里窜出来的； 白色黑斑狗撞倒胡某

之后即跑回张某居住的院子中； 事

发后张某有杀狗行为。

因此， 按生活经验常理及证据

的综合， 形成证据高度盖然， 现无

证据证明胡某在本案中存在过错，

对胡某诉称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

张某作为饲养人应当对胡某的损害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最终判决张某赔偿

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 14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