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郝梦真

本报讯 茅台酒一直享有“国

酒” 的美誉， 各大电商供应的售价

为 1499 元的飞天茅台酒更是一经

开售就会在瞬间被抢购一空。 不

过， 为了防止消费者过量购买茅台

酒引发价格哄抬， 茅台官方与各电

商一直对茅台酒的销售实行账号限

量购买的策略。 但上海市嘉定区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嘉定法院）

嘉中法庭审理的一起网络购物纠纷

案， 就是由不限量售卖茅台酒引发

的。

方先生是某超市 APP 的注册

会员， 2018 年 6 月的一天， 他在

该超市 APP 上看到飞天茅台酒的

售卖消息， 于是赶忙去下单购买。

与以往电商平台不同， 方先生发现

该超市 APP 上显示售价为 1499 元

的飞天茅台酒并没有限制用户的购

买数量， 因此， 方先生在该超市

APP上下单了 80余瓶飞天茅台酒，

共计支付了 12 万余元。 谁知， 交

易成功后没多久， 方先生就接到了

该超市方负责人员打来的电话， 告

知方先生他所选购的飞天茅台酒超

市并无存货。 随即方先生发现之前

的交易也被关闭了， 所付货款也被

全部退回， 多次与超市方负责人沟

通也无果后， 方先生将该超市告上

了法庭。

方先生认为， 自己按照正常购

买流程购买了这 80 多瓶飞天茅台

酒， 超市 APP 也没有对账户限制

购买的数量， 因此付款成功后该超

市 APP 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强制

关闭该交易， 直接通知自己不再发

货。 考虑到飞天茅台酒的官方价格

虽为 1499元， 但是由于发售规则，

一般无法一次性购买 2瓶以上， 而

京东网站上的售价也已经上涨至每

瓶 2188 元， 由此方先生认为超市

方取消交易让自己受到了损失， 因

而请求法院判令该超市赔偿其差价

损失。

法庭审理中， 该超市负责人表

示， 是由于茅台官方限购才导致其

无法完成方先生的订单， 如果有货

其会第一时间通知方先生购买， 且

价格依然为 1499 元。 而对于方先

生所要求的差价， 超市方表示， 飞

天茅台酒价格最近时间内价格一直

处在波动中， 不存在赔偿差价一

说， 方先生亦不存在损失。

法院经查后认为， 该超市在

APP 上发出要约时， 在明知飞天

茅台酒存在限购或者库存不足的情

况下未提示库存量， 致使合同成

立、 生效后无货供应， 超市单方

取消订单、 退还货款的行为确实

构成违约， 因此超市方无法供货

的辩解， 法院不予采信。 而对于

方先生根据京东网站的售卖价格

确定要求被告按每瓶 689 元的差

价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 法院认

为， 京东网站价格不能成为超市方

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 且茅台商城

价格至今仍然为每瓶 1499 元， 因

此， 方先生所谓差价损失与事实不

符， 法院难以支持。 针对超市方的

违约行为及此案实际情况， 法院判

决由超市方酌情赔偿方先生 1 万元

为适宜。 该超市今后亦应吸取教

训， 及时对超市 APP 系统进行必

要的整改， 以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

生。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宇华

本报讯 婚宴人来人往， 多方

亲朋间很多人互不熟悉， 给了不法

分子浑水摸鱼的机会。 日前在上海

奉贤， 被告人侯某就假扮婚宴宾

客， 偷取新人为宾客们准备的软中

华香烟。 日前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起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侯某犯盗窃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

钟大妈的孩子终于成家了， 她

和亲家一起在奉贤南郊宾馆内摆了

婚宴。 婚宴当天， 开席前钟大妈特

地在每桌放了 4包软中华， 还专门

用了一根代表着喜庆的红色绸带捆

在一起放在桌上的， 然而有人悄悄

告诉她： “有的桌上放了软中华香

烟， 有的桌上没放， 会让有的来参

加婚宴的亲友没面子的。”

“不可能啊！” 钟大妈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 好不容易等到酒席

结束， 一清点还真发现少了放在四

张婚宴桌上的 16包软中华。

得知此事的钟大妈立即找来了

酒店的经理。 得知酒店婚宴招了

贼， 酒店方面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案后， 奉贤警方立即展

开调查， 根据现场监控确定了当时

在奉贤某医院住院的来奉男子侯某

有做案嫌疑， 2020 年 6 月 21 日，

办案民警在浦东新区某酒店将犯罪

嫌疑人侯某抓获。 到案后， 侯某如

实供述了自己案发当日在奉贤某宾

馆盗窃软中华香烟的犯罪事实。

案发当日正好是周六。 侯某假

装打着电话入了座， 趁其他宾客

不注意拿了桌上的 4包软中华。 用

这样的方式，侯某偷了四桌的 16 包

软中华香烟后， 怕再偷会被人发现

就拎着鼓鼓的包逃离了现场。 据警

方进一步调查， 侯某在奉贤另一家

五星级酒店的婚宴上也曾假冒宾客

实施盗窃。

法治庭审A6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入坑”隐藏款盲盒，女子6次盗窃
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6?月，并处罚金2000元

2020 年， 有超过 20 万消费者

在盲盒上的花费超过 2万元。 作为

一门“惊喜经济”， 盲盒正是凭借

着打开那一刻“心动的感觉” 让无

数消费者“入坑”。

不过， 对王某来说， 盗窃盲盒

可远比“抽盒” 刺激得多。 在短短

半个月内， 她竟然 6次光顾盲盒店

实施盗窃， 足迹从徐家汇美罗城，

到陆家嘴正大广场。 但令人啼笑皆

非的是， 在盗取的 73 只手办中，

依然没有她心心念念的“隐藏款”。

上海浦东法院日前对这起“盗

窃盲盒案” 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

作出一审宣判， 法院以盗窃罪， 判

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6个月， 缓

刑 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

6 次盗取 73 只盲盒 ， 竟还没有

“隐藏款”。

检察机关指控， 王某分别在上

海美罗城和正大广场某品牌盲盒店

先后实施 6次盗窃行为， 共盗取宫

廷系列、 圣诞系列等热门手办 73

只， 价值达 4千余元。 王某在实施

盗窃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回忆起当天的情形， 王某十分

紧张， “我先买了几只盲盒， 趁店

员不注意时又顺手拿了一盒， 没付

钱就离开了，然后去旁边的卫生间，

把玩具放到了自己挎包里。”王某没

想到，店员已经留意到她的反常，并

从监控中看到了她的作案全过程。

王某刚从卫生间出来， 就被逮了个

正着， 随后店员报警处理。

王某供述称， 自己“入坑” 盲

盒后， 一直很想要隐藏款手办， 但

无力承担购买费用，于是动起了“歪

心思”。 先在店里购买几只盲盒，趁

店员放松警惕时再“顺手牵羊”，拿

起整盒直接离开。 以这样的“套路”

在两个门店各盗窃 1盒均未被发现

后，王某又如法炮制， 共窃得 73 只

手办。 然而， 让王某感到“遗憾”

的是， 在这 73 只里都未发现自己

想要的隐藏款， 于是她将手办全部

出售， 并把所得都花光了。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王某多次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已

构成盗窃罪，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

立， 予以支持。 王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罪行， 当庭自愿认罪， 已赔偿被

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依法

从轻处罚。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警惕盲盒变成犯罪的

“潘多拉魔盒”

主审法官胡泰忠提醒 ， 近年

来， 盲盒经济正在年轻群体里形成

一股消费新风潮， 一些年轻人为了

追求所谓的 “隐藏款”， 容易 “上

瘾 ” 式地不断投入金钱去购买盲

盒， 更有甚者在诱惑面前突破了法

律的底线， 本案中的王某在 “偷”

来盲盒的快乐时， 也为自己的违法

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少盲盒

爱好者戏言 “一入盲盒深似海， 从

此钱包是路人 ”。 但玩笑归玩笑 ，

大家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济实力，

理性消费， 切记不可逾越法律雷池

半步， 否则带来快乐的盲盒， 将会

变成犯罪的 “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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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一时缺钱用， 又气不

过室友迟迟不分摊房租， 偷偷把室

友的手机余额占为己有， 本想补损

却把自己送入牢笼， 可谓得不偿

失。 日前，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盗

窃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松江区人民

法院判决王某犯盗窃罪， 判处拘役

5 个月， 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2020 年 12 月， 住在松江的迟

新到派出所报案称， 他的室友王某

因手机损坏借用了自己手机， 而他

在拿回手机后发现微信零钱余额没

有了， 怀疑是王某所为。 次日， 警

方便将王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 王某供述称， 他最初

与迟新合租时， 二人口头商议好分

摊房租， 但迟新一直没有行动。 越

想越气的王某正好手机坏了， 便提

出借用迟新的手机， 由此得知了对

方手机的解锁密码， 并录入了自己

的指纹。 之后， 王某趁迟新不注意

的时候， 使用指纹验证和二维码扫

描的方式， 分两次将迟新微信账户

里的近 2000元转入自己微信当中，

转好后又删除了迟新手机上的转账

记录， 之后也从未跟迟新提起将他

的钱转出的事情。 但事实上， 迟新

早已付过房租， 一切不过是王某的

辩解。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据警方

进一步侦查和王某供述， 这并不是

王某第一次作案。 今年 1月， 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王某提起

公诉。 1 月底， 松江区人民法院判

决王某犯盗窃罪， 判处拘役 5 个

月， 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栋

本报讯 郭某自 2002 年起担

任某花园公司的总经理。 2016 年，

郭某退休后， 经续聘仍然担任总经

理一职， 于 2018 年年底卸任。 根

据惯例， 郭某除固定工资收入之

外， 花园公司需在年初发放上一年

度绩效奖金。 但直至 2019 年中，

郭某仍未收到年度绩效奖金。 经联

系公司， 得知 2006 年制定的绩效

考核标准已失效， 2018 年年中董

事会已对考核标准决议变更， 根据

新的标准， 郭某无权获得 2018 年

度的绩效奖励。 郭某认为公司的做

法违背劳务合同， 将花园公司告至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郭某诉称， 双方未签订书面合

同， 但口头约定了自己担任总经理

期间所得的报酬由基本收入加绩效

奖励两部分组成。 花园公司于

2006 年即向其出示当年的绩效考

核标准， 且公司于 2006 年至 2018

年期间， 均以此考核标准如数发放

了绩效奖励。 因此， 按照 2006 年

的绩效考核标准发放绩效实际上是

双方约定的劳务合同的一部分。 依

据 《合同法》 的规定， 公司的行为

属于擅自变更双方的劳务合同， 本

质是违约行为。

花园公司辩称， 郭某确系公司

总经理， 且郭某于 2016 年已达退

休年龄， 而公司也未曾与郭某签订

过书面的劳务协议， 因此双方成立

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 公司确实

曾同郭某约定只要达到绩效考核标

准， 郭某就有权获得绩效奖励。

但是 《公司法》 明文规定了董

事会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

理及其报酬事项， 且公司董事会已

于 2018 年年中作出董事会决议变

更了总经理的报酬发放标准， 因此

其做法有法律依据， 有权根据变更

后的绩效考核标准， 单方面决定不

予发放郭某 2018年的绩效奖励。

劳务合同是双方作为平等主体

而订立的普通民事合同， 其合同关

系的规范和调整应适用基于等价有

偿原则而制定的普通民事法律。

花园公司所援引的 《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是基于公司与职工间的

隶属关系， 用以规范和调整公司在

设立、 经营或解散期间发生的内部

经济或组织关系的部门法。 案件

中， 郭某和花园公司在劳务合同关

系的层面上， 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平

等的， 不具备从属性或隶属性， 因

此其合同权利义务的调整适用 《合

同法》 的相关规定。

在花园公司提供的证据没有形

成完整证据链证明郭某与公司已达

成一致合意的情况下， 双方原先约

定的提成奖励的发放标准不发生变

更。 根据该绩效奖励发放标准， 郭

某有权得到 2018年度的绩效奖励。

上海青浦法院判决， 花园公司

支付郭某 2018 年年度绩效奖励

180余万元。

【法官说法】

根据 《公司法》 的规定， 公司

董事会确实有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 然而， 此

项规定适用于公司在管理员工或者

对内部事务作出决定等内部情形，

并不能以此为理由突破公司所签订

的对外合同中的约定。

郭某作为劳务提供者， 公司作

为雇主， 双方间缔结的合同是基于

平等地位而订立， 合同的内容需要

经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才能产生，

履约过程中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

由擅自变更。

此外， 绩效奖励是指企业发放

给员工的奖励性酬劳， 通常以企业

制定的年度考核标准作为是否发放

员工当年绩效奖的依据。 如果企业

在同员工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

同时， 已将绩效奖发放标准作为合

同的一部分的， 企业不得擅自更改

标准， 扣减员工按约应得的绩效奖

励。

公司无端扣发180万年终奖
法院判决公司全额支付

假冒婚宴宾客盗窃“软中华”
一男子被判入狱 6?月

下单80瓶茅台 库存不足订单被取消
消费者诉至法院索赔 超市是否违约？

室友迟迟不分摊房租，男子转走手机余额
因犯盗窃罪被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