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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榨汁机 消费者收到数据线
拼多多：手机数据线是赠品 榨汁机一定会发货
北京晨报热线新闻（记者 汪
璟璟）

近日，居民王先生向北京晨
报记者反映，他于 2月份在“拼多
多”APP上购买了一款标价为
238.8元的榨汁机，经好友帮忙
砍价之后，最终平台显示 0元发
货。但之后王先生未收到榨汁机，
仅收到一根手机数据线，记者发
现，多名网友有着同样遭遇。昨
天，“拼多多”工作人员表示，手机
数据线为赠品，榨汁机会在稍后
寄给用户。
王先生于 2月 11日在“拼
多多”APP上看中一款价格为
238.8元的榨汁机，由于该产品
参加了平台的拼单活动，
“只要转
发给好友，让他们点进去后便可
以砍价，每次可以减个几块钱，最
终砍价到 0元发货。”王先生表
示，产品砍价成功后，就等着发
货，“之后拼多多说由于长时间没
发货，送我一张 3块钱的代金券，
我便再跟客服联系，客服说三日
内发货。”让王先生意外的是，几
天之后，自己没有收到拼单成功
的榨汁机，而是收到了一根手机
数据线，
“我去网上一搜，发现好
几个人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王
先生说。

老人摔伤后身亡
家属追责养老院
一审养老院被判担责三成后上诉
年逾九旬的付老先生入住养老院期间，夜里上厕所时，不慎
在卫生间摔倒致腰椎受伤。半年后，他在医院去世。为此，子女们
将养老院告上法庭，索赔 13.7 万余元。 一审判决养老院承担三
成责任，需赔偿家属 1.5 万元并返还服务费 990 元。 前天上午，
此案二审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养老院要求法院改判其无责。

半夜上厕所摔伤后死亡

潘女士也于 2月 8日在“拼
多多”APP上看到榨汁机砍价活
动，
“让朋友家人帮忙砍价，2月 8
日就砍价成功了，当时说 2月 28
日前发货，但一直到 3月 3日才
发货。”潘女士说，之后自己只收
到了一根手机数据线。
昨天下午，“拼多多”APP工
作人员回复称，用户目前收到的手

机数据线为赠品，由于榨汁机里面
含有锂电池，只能走陆运，故物流
时间较长，
“平台参加此活动的用
户很多，一定会及时发货，之前没
有说有赠品，是商家没有备注清
楚。”工作人员说道。记者再次联系
上潘女士，她证实在记者介入之
后，商家已给她补发了榨汁机。
线索：辰先生 王先生 / 供图

离婚同结婚一样，是每个成年人的自由和权利，夫妻双方离婚虽然对彼此来说是一种伤害和不幸，但应
该正确看待这件事，不应该让离婚的不利影响波及到无辜的未成年子女。 现实生活中，夫妻离婚后涉及未成
年子女的纠纷不断，离婚后如何保护孩子的权益？ 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以案说法，提醒离婚后双方应妥善处
理纠纷，保护好孩子权益，别让孩子再受伤。

案例 保障孩子的生活和健康成长

抚养费，称朱先生婚后在外地务
工期间每月仅支付孩子基本的
生活费用，孩子出生后患有支气
管炎，身体健康状态不良，经常
去医院就诊，近一年来朱先生拒
绝负担孩子的任何生活、医疗等
抚养费用，故以孩子名义诉至法

院要求支付抚养费。
法官表示，《婚姻法》明确规定
了在离婚后或婚姻存续期间父母
任何一方都应当尽到抚养未成年
子女的义务，不履行义务被抚养子
女可以到法院起诉保障成长权益。
●法官说法

案例 重视孩子的受教育权和教育环境

王女士与郭先生协议离婚，
后经法院判决孩子抚养权归女
方，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后因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教育
补课费用的提高，王女士无力承
担抚养义务，要求增加抚养费未
果，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决郭先生
每月支付 4000元抚养费和 80％

的教育补课费。
●法官说法
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未抚
养孩子一方只按照最初离婚协议
约定的抚养费数额给付抚养费，或
者不按时给付甚至不给付抚养费
的情况，对此法官认为此种行为既
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法理。一方

面，不按时甚至不给付抚养费的行
为根本不能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
活和教育，另一方面，只按照离婚
之初的抚养费数额给付抚养费难
以满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需要，随
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教育费用不断
增加，在合理的范围内子女要求增
加抚养费是合乎情理法理的。

案例 保障孩子得到父母双方的关爱

龙先生和陈女士婚后感情不
和，经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女儿由
陈女士自行抚养，对女儿探望权
问题未进行处理。判决生效后，龙
先生每每探望孩子均会遭受到陈
女士及家人不同程度的阻碍，后
来陈女士彻底不让龙先生探望孩
子，拒绝孩子与他见面。龙先生认
为陈女士的这种行为侵害了他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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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还患有严重骨质疏松、肺
部感染、右下肢大隐静脉血
栓等疾病。
老人的子女们认为，父亲
摔伤完全是由于养老院未尽
到护理义务，故对方应返还其
收取的一切费用，并赔偿医疗
费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13.7
万余元。而养老院辩称，其已
全部履行了服务合同的所有
义务，老人在其居室内摔伤属
于意外，和养老院无任何关
系，据此应驳回起诉。

一审判决养老院担三成责

父母离婚 勿让孩子再受伤
储女士与朱先生婚后因为
工作原因，长期两地分居。后朱
先生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至法
院要求离婚，法院经审理驳回其
诉讼请求，但朱先生近一年未支
付孩子任何费用。后储女士以孩
子的名义起诉朱先生要求支付

2015年 1月 30日，付老
先生入住本市房山区某养老
院并交纳了共计 8万余元费
用，其选择服务范围为全自
理、住单间，内容包括清扫室
内卫生、清洗床单等、打开水
以及督促吃药。2016年 11
月，老人在夜间上厕所时在
卫生间摔伤，导致腰椎压缩
骨折，后于同年 11月 22日
入院治疗。2017年 5月 19
日，付老先生在医院去世。除
腰椎骨折外，老人经医院诊

望孩子的合法权利，也使孩子被
动丧失父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要求行
使探望权。
●法官说法
法官认为，即使离婚，父母双
方也应该尽最大努力保障孩子得
到父母双方的关爱。现实生活中，
存在很多抚养一方基于自私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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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心理不让未抚养方探望孩子。
如果夫妻一方离婚后坚持不让探
望孩子，无法就孩子的探望权问题
达成协议，适当的时机可以依法行
使法律武器，离婚后不让探望孩子
的行为构成侵权，法院会根据“有
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原则对探望权
的行使方式、行使时间做出判决。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七乐彩

第2018059期中奖号码

第2018026期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06 08 10 11 12 14 28
排列3开奖结果：7 5 5
排列5开奖结果：7 5 5 6 8 特别号码：07

一审法院认为，付老先生
选择的服务项目为全自理项
目，被告依约定履行了约定的
义务。老人夜间上厕所并不需
要被告提供专人负责，故并非
在被告提供服务过程中受伤，
自身对其受伤具有过错。
但鉴于付老先生系 90多
岁的高龄老人，被告理应尽到

较高的注意义务，而不仅仅局
限于服务内容，在老人受伤居
住在养老院期间，被告亦未提
供更高级别的护理或者送医
院诊治，故具有一定过错，理
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酌定
被告承担 30％的责任。判决
后，养老院提出上诉，要求驳
回家属的诉讼请求。

二审开庭养老院否认有责任

二审开庭时，家属方表
示，据父亲生前说，当天夜里
摔倒后，喊了两个多小时也没
人回应，直至爬到楼道里才被
人发现。此后，还是医院通知
家属住院了。
养老院一方提出异议，称
老人摔倒后还能自行走动，只
说腰疼让工作人员买膏药，但
不愿去医院检查。“当时情况
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没想那么
多。后来他疼得厉害了，我们
才找了他的家属。”
养老院代理人说，根据他
们提交的短信证据，2016年
11月 13日，养老院曾给老人

的一个儿子发送过短信，后持
续十天左右多次给对方以及
老人另一个儿子打电话，但一
直无人接听。代理人认为，养
老院提供了全套的服务，硬件
设施完善，室内床头的呼叫器
也未损坏。老人因年事已高身
体出现问题很正常，其骨质疏
松以及肺部感染等症状与摔
伤都无关系。
对于养老院称曾经短信
通知过，家属称，因其年纪也
大了，可能没留意短信。由于
家属拒绝调解，法院将择日
宣判。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东城工商分局
2017 年双打工作取得实效
2017年，东城工商分局积极开展双打专项整治行动，取
得了显著效果。 东城工商分局全面开展南锣鼓巷、“ 全聚
德”、儿童用品市场等商标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商标侵
权行为，累计办结各类假冒伪劣案件129件，罚没款120余万
元，没收销毁各类侵权商品6776件；周密部署，缜密侦查，捣
毁售假窝点，现场查扣假冒各类侵权商品1373件。同时东城
工商分局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开展丰富的“4.26”宣传活动，
在全区范围内营造了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并加大对
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全面提升了“双打”的
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