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网店出售“三无”咖啡

被判十倍赔偿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案， 周某在某网店多次购买咖啡， 并以产品不

合格为由向法院起诉主张十倍赔偿， 法院判决网店退还购

物款 3750 元， 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 37500 元， 共计

41250元。

法院查明， 2020 年 8 月， 周某因开店在某网店购得

黑咖啡 10 盒价值 3750 元， 收到咖啡饮用后， 出现干呕、

心慌、 喉咙干等症状。 周某要求该网店提供产品入境检验

报告， 但该网店客服未能提供。 所购咖啡无外包装盒， 袋

上无任何中文标识， 亦未标注生产厂家、 生产地址、 产品

成分等。 为此， 周某诉至法院， 要求该网店退还购物价款

3750元， 并支付十倍赔偿金 37500元， 共计 41250元。

此外， 周某在其他网店也购买了咖啡， 并以产品不合

格为由向法院主张十倍赔偿金。

该网店辩称， 周某并非消费者， 其在芦溪县开客栈，

购买咖啡主要是招待客人， 购买产品主观目的是为了生产

经营。 另外， 周某多次购买同类型产品， 不久后就进行索

赔， 是以索赔为目的购买的。

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某应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

护的消费者， 购买者的购买目的， 不影响其消费者身份认

定。 此外， 该网店销售的涉案产品无生产厂家、 生产日

期、 生产地址及食品安全合格证书， 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

产品符合质量标准， 应认定其销售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 消费者主张价款十倍赔偿金， 应予支持。 法院查明

上述事实后， 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王睿卿 整理

出轨者要离婚

法院判赔精神损害赔偿6万元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出轨的男方赔

偿女方离婚精神损害 6 万元， 以司法裁判助力形成和睦、

平等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

原告黄先生认为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 再无和好可

能， 故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

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闫女士辩称， 其同意离婚

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但要求黄先生支付其精神损害赔偿

金 10万元， 理由是黄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多人存

在婚外情并同居的行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有

规定的， 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 但是适用民

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更有利于维

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除外。

结合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 可以证实黄先生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多次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的事实。 虽无直

接证据证明黄先生已构成与他人同居， 但该行为是对夫妻

忠诚义务的严重违反， 足以对夫妻关系中无过错方造成心

理和精神上的损害， 黄先生对此存在重大过错， 因此， 闫

女士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精神损

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 法院结合过错程度以及家庭收入水

平等因素进行酌定。

最终， 法院判决双方离婚， 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并由黄先生支付闫女士精神损害赔偿金 6万元。

社会保险未办理

法院判决工伤等赔偿共12万元

日前，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调解

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切实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019 年 6 月， 宁夏某公司职工郭某在上班期间， 被公

司安排搭乘公司车辆到市区办事。 在行驶至某路口处时， 为

躲避同方向行驶的电动车， 公司车辆失控驶入路基， 致使车

内的郭某身上二处骨折， 共花去医疗费 1144.84 元。 人社部

门认定， 郭某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 并出具 《认定工伤认定

书》， 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

2021 年 5 月， 郭某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

委员会仲裁裁决： 自 2020年 5月 10 日解除宁夏某公司与郭

某的劳动关系， 由宁夏某公司支付郭某各项费用共计 13 万

余元。 宁夏某公司对仲裁结果不服， 认为郭某停工留薪期工

资 （误工费） 30000 元和医疗费 1144.84 元， 应由交通事故

的责任方承担赔偿责任为由， 向惠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惠农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进行治疗， 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依法为劳动者办理

并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宁夏某公司在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 未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郭某办理社会保险，

应赔偿郭某因工伤造成的损失。 遂依法判决原告宁夏某公司

支付被告郭某医疗费、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36000 元等费用共

计 13万余元。 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石嘴山中院。

石嘴山中院受理后， 经法官多次耐心沟通， 最终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 由宁夏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次向

郭某支付医疗费、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停工留薪期工资共计 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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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逆行出事故
路管单位无需买单

交通事故一直是现

代社会各种意外伤亡的

第一大原因。 而交通事

故的频发， 主要是因为

人们在驾车、 骑行等交

通活动中往往存在不守

法的情形。 交通活动中

的违法行为， 会给违法

者以及其他人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 本期封

面故事正是验证这一 “常理” 的现实悲剧。

城市通勤、 货物运输等交通活动有赖于

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各种规则以保障安全。 本

案中， 曹某的行为违反 “非机动车禁止进入

高速公路” 的法律规定， 给他带来了发生交

通事故的风险， 而且不幸的是， 这种潜在风

险最后转化为现实的悲剧。

本案中法官的裁判充分体现了民法的

“责任自负原则”。 法律的一个重要职能， 就

是要公平公正地分配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划分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 “责任自负

原则”。 这个原则是说， 违法行为人应该对

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 而没有违法行为的人

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二审法官认定被告

宁扬高速无责， 就是根据 “责任自负原则”

作出的判决。 本案中， 被告按照疫情防控的

要求， 尽到了足够的警示义务， 因此被告也

就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王睿卿

安全与守法同在

主笔 话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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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人或非机动车上高速， 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 该谁担责呢？ 近日， 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驾驶电动自

行车逆行上高速， 酿成车祸惨死的案件，

宁扬高速作为路管部门， 是否应当为事故

“买单”？ 法官对该案进行了释法析理， 呼

吁大家养成规则意识， 做自己生命、 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

常识以及法律禁止性规定， 应当严格遵

守。

电动车逆行高速路出事故

2019 年 12 月底，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 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 2020 年 2 月 15 日交通运输部出台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

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 （交 公 路 明 电

〔2020〕 62 号）》， 决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 免收全国公路车辆通行费。 随

即， 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管理中心出

台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

公路车辆通行费相关工作的通知》， 该通

知规定， 在疫情防控期间， 免收高速公路

车辆通行费， 车道保持栏杆常开， 快速放

行通行车辆。

谁承想， 这一有利于疫情防控的临时

性政策， 竟然让本案原告“脑洞大开”，

驾驶电动自行车， 从高速路收费口处， 逆

行驶入高速公路……

2020 年 3 月 22 日凌晨 5 时 22 分左

右， 曹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 G40 宁扬高

速公路出口匝道， 逆向驶入高速公路， 与

毛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 事故造成曹某

受伤， 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事发

后， 公安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 认定

曹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毛某负事故的次

要责任。

2020 年 7 月 3 日， 曹某近亲属就曹

某交通事故死亡一案提起诉讼， 要求机动

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在确认曹某损失

后， 一审法院依法判决肇事机动车方保险

公司承担 40%的赔偿责任即 50 余万元。 该

判决生效后， 保险公司履行了给付义务。

亲属向高速路公司索赔

随后， 曹某近亲属又以江苏宁扬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扬高速） 为被告，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原告诉称， 曹某常年在外打工， 对家乡

路况不熟， 凌晨 5点多四周漆黑， 曹某系误

驶入 G40 宁扬高速公路出口匝道。 因新冠

疫情防控高速免费， 路上车辆稀少， 宁扬高

速仪征出口收费站灯光昏暗、 栏杆抬起、 无

工作人员值守。 高速公路属于高度危险区

域， 宁扬高速疏于管理，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应对曹某因交通事故致死承担赔偿责

任。

被告辩称，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依法

从事高速公路投资建设以及收费、 养护、 清

障等工作。 G40宁扬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区

域灯光为常亮状态、 上方显示屏也有醒目红

色禁行标志“×”， 在高速公路入口处有警

示牌， 警示牌中写明禁止农用车、 摩托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上高速。 根据 《交通运输部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

辆通行费的通知 （交公路明电 〔2020〕 62

号）》 和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相关工作的通知》 的规

定， 疫情防控期间， 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出口车道需保持抬杆状态。 宁扬高速既要保

持进站口管理又要保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

全， 故未在出口处安排人员值守， 但日常管

理并未松懈， 入口处及监控室均有人员正常

履职。 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有

能力分辨出高速公路而非普通公路， 其逆向

驶入高速具有重大过失， 应对此不利后果自

行承担责任。 故宁扬高速已尽到了管理者应

尽的义务， 对事故发生不承担责任。

高速路公司无责不需赔偿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高速公路管理人

作为法人单位， 对实际进入其服务场所人员

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依据诚信原则、 公平

原则确立的法定义务， 该义务应控制在合理

限度范围内， 并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标

准。 本案中， 曹某并非从破损的高速公路护

网或以其他非正常的方式闯入或潜入高速公

路， 而是自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处逆行驶入

高速公路。 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知道其即将驶入高速公路这一高度危险

区域， 其应自行承担该违法行为带来的后

果。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

讼请求。 原告不服， 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事故发生

时， 全国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根据交通运输部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 （交公路

明电 〔2020〕 62 号）》 和 《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相关工

作的通知》 的规定， 宁扬高速作为 G40 宁

扬高速仪征收费站的管理者， 承担着道路安

全保障义务， 为疫情防控之需， 出口车道保

持抬杆状态， 以便实现快速放行通行车辆，

符合当时的相关政策要求。 宁扬高速在事发

路段亦设置有“禁止农用车、 摩托车、 非机

动车和行人上高速” 的警示牌， 收费站出站

口广场灯光常亮、 上方有醒目禁行的红色

“×” 形警示灯等， 足以对一般人起到安全

警示和防范作用。

事发当日， 涉案路段收费站入口处亦

安排有专人值班， 故宁扬高速已尽了善良

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其

具有疏于管理的情形。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六条规定， 未经

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

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 管理人已经采取安

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 可以减轻或者

不承担责任。 案涉事故被上诉人宁扬高速

无责， 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来源： 人民法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