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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掉入管道受伤

今年 1 月 1 日晚 7 时许，许先生和妻子
带着两个子女到大屏障森林公园玩耍，本来
是高兴的事，但没想到却出了意外。好不容
易出门游玩，许先生的两个子女玩得不亦乐
乎，一下子跑远了，许先生见状忙在后面追
赶。因为人行道上的行人较多，许先生想从
公路和人行道中间的绿化带中进行赶超，却

一脚踩空，掉入了一个没有井盖、没有任何
安全警示标示的管道里。

许先生随后被路人救起，他的朋友也赶
到现场将他送到东莞三局医院进行救治。
许先生说，他当天在医院拍片发现骨折，但
没有在意，自行回家了。

第二天，许先生仍疼痛难耐，便又重新
入院治疗，并且向医院请假到东莞市公安局
田心派出所进行报警，1 月 9 日他拿到了报

警回执。
许先生向法院起诉称，电信公司的施工

管道在公路与人行道之间，既没有按照规定
安装盖子，又没有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
以致其掉入管道中受伤。

被告辩称原告未能证明掉入管道

庭审中，虽然电信公司确认许先生所主
张的案涉管道是中国电信东莞塘厦分公司
管理的管道，并且在 2017 年 1 月份巡查时发
现该管道没有井盖，但电信公司辩称，许先
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系掉入管道中受伤。

同时，电信公司提出，即使许先生确属
掉入公司所属的施工管道受伤，许先生对事
故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电信公司认为，案涉施工管道位于绿化
树丛中，并非位于人行道中，许先生从绿化
带中强行通过，更应注意有无障碍物和其他
危险状况。“因此，原告自身过错是相当明显
的，应相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负妥善管理义务

法院审理查明，许先生的主张有证人证

言及报警回执、住院证明等证实，且结合电
信公司巡查时发现所涉管道没有井盖的事
实，法院认为许先生的举证已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足以采信，故认定许先生的确是掉入
电信公司管理的没有井盖、没有安全警示标
示的管井道中导致受伤。

至于双方在此次事故中各自应承担的责
任，法院认为，电信公司作为案涉管道的管理
人，负有对管道妥善管理的义务，但其在管道
井盖丢失的情况下，未及时安装井盖，也未在
管道周围设置警示标示等安全保障措施，致
使本案事故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

而案涉管道位于公路与人行道之间的
绿化带中，许先生为了追赶在前的子女而借
道绿化带，许先生作为成年人，应对该绿化
带的环境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但存在一定疏
忽，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次要责任。

综合考虑各方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
度和责任的划分，法院酌定电信公司承担
80%的责任，许先生承担 20%的责任。

最终，法院根据各方数据核算，认定许
先生所受损失为 7404.11 元，判决电信公司
赔 偿 许 先 生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5923.29 元 。

（广日）

江苏昆山市一男子在健身房内聘请私教
健身，却在健身过程中猝死。原来，该男子患
有冠心病，而他在办卡时却向健身房隐瞒自
己患病的事实。出事后，该男子的亲属起诉
向健身房索赔100多万元。近日，昆山法院审
结了该起生命权纠纷案件，判令由被告健身
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12万元。

2016 年 6 月底，昆山一男子张某在某健
身房内办了一张健身会员卡，并聘请了一名
私教，共计花费 6000 余元。之后，张某多次
在该健身房接受健身服务，期间没有出现任
何问题。

直到事发当日下午，张某再次来到健身
房内，根据私教制定的健身计划先后进行了
游泳训练、跑步训练、臂肌训练、负重训练
等。在进行上斜腿举器负重锻炼过程中，张
某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头晕，随即晕倒在地，
身体抽搐，旁边的私教见状立即与健身房内
的急救人员对其采取急救措施，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但救护车在将张某送往医院
的途中，张某不幸身亡。

经鉴定，张某系因冠心病发作致急性心功
能衰竭而死。其家人认为张某才30出头，发生
这种意外实在难以接受。之后，张某家人多次

与该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健身房支付了 5.5
万元，但张某家人认为赔偿金额过少，便起诉
到法院要求该健身房赔偿各种损失共计155万
余元。

经调查，法院得知，在该男子办卡时，该
健身房提供给张某一份《健康问答卡》，上面
罗列了一些不适宜健身的疾病及健身可能
对身体状况产生的影响提示，张某明确表示
自身没有疾病，并在问答卡上签字确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隐瞒了自己患
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
表现，因此，张某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此外，结合当日私教所做的记录，法院
还认真观看了当天张某在健身房内的视频
资料，发现张某在事发当日的训练强度并没
有超过常人可忍受的范围，每个项目之间均
有休息，期间张某也未表现异常。由于张某
比普通会员缴纳了更多费用聘请私教，理应
享受更专业的服务，而经调查，张某所聘请
的该名私教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因
此存在瑕疵，健身房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最终，法院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约为 120 万元，并判令由被告健身房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扬晚）

承诺赠送课时不兑现
北京某培训机构被判退还原告

相应辅导费

张先生为儿子小哲报名参加课外辅导班，并与培训机构
签订了《辅导协议》。辅导课程过半，张先生要求培训机构按
照《辅导协议》赠送课时，培训机构却矢口否认曾作出赠送课
时的承诺。为此，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辅导协议》，并
要求培训机构退还未赠送课时的辅导费。日前，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判决培训机构退还张先生辅导
费 3575.75 元。

原告要求退还16课时辅导费

张先生诉称，其与培训机构签订《辅导协议》，约定合同

期间培训机构向小哲提供“教师一对一面授”课程辅导，辅导

课时为 50 个小时，赠送 16 个小时，共计 66 个小时，辅导费用

共计 1.4 万余元。张先生全额交纳了学费，在小哲上完 48 课

时后，培训机构不承认曾经赠送 16 课时，并拒绝履行。现张

先生称其对培训机构已经不再信任，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剩

余 16 课时的辅导费。

庭审中，培训机构辩称，同意解除合同，小哲已上了 48

课时，其机构同意退还张先生剩余 2 个课时的辅导费。但是

其机构并未承诺赠送 16 课时，因此不同意退还 16 课时的辅

导费。

经查，张先生所持《辅导协议》第二条“辅导内容”的下划

线上手写“标准教师一对一 赠送 16 小时”字样，其后“共计”

的下划线上手写“50”字样，在“50”的右上方手写“+16”字

样。培训机构不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并提交其公司保管

的《辅导协议》为证，该协议第二条仅写明“标准教师一对一”
共计“50”个小时。张先生不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经询
问，双方均认可合同条款中的手写部分由培训机构的员工填
写，但培训机构不认可张先生所持合同文本中“赠送 16 小
时”及“+16”系其员工填写。经释明，培训机构未向法庭提

交反证，亦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先生合同中增加的赠送课时的相关

内容，形式上与合同条款中的其他字体相仿，由于相应内容

由培训机构员工填写，培训机构有能力且便于提交反证，但
是其未提交反证亦不申请鉴定，则应对张先生出示的合同文
本予以确认。

法院支持原告诉求

法院认为，现已查明，双方约定的辅导内容为“标准教师
一对一，赠送 16 小时”，共计“50+16”小时，考虑市场中普遍
存在以“赠送”方式向消费者让利促销的做法，应认定培训机
构已承诺收取相应辅导费后向张先生提供 66 学时的辅导课

程，即作出了以打折后的优惠标准计收辅导费的承诺。

虽然双方在费用标准及费用变更条款中均约定张先生所

付费用为50学时的费用，但相应合同为培训机构提供的格式合

同，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则

应认定张先生交纳的 14750 元系 66 学时的对价。故张先生请

求按照总学时66学时计算，退还剩余16学时的辅导费，具备事
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遂作出上述判决。 （人法）

男子掉入无井盖管道受伤
法院认为管道管理方负有妥善管理义务，判其担责80%赔偿近6000元

向私教隐瞒病史 男子健身猝死
法院判该男子负主责，健身房担责10%赔偿12万元

广东东莞的许先生穿过公路与人行
道中间的绿化带时，掉入了一个没有井
盖的管道中，以致身上多处受伤。许先
生多次要求管道的管理方中国电信公
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等做出赔付，但
对方均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无奈之
下，许先生将电信公司告上法院，请求判
决对方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近1.5万
元。9月5日，记者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
院获悉，该院经审理后认为，电信公司在
此案中应承担 8 成责任，最终判决电信
公司向许先生赔偿近6000元。

农民因买到假种子、劣种子造成损失
应得赔偿包括哪些？如何计算？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 41 条规定，赔偿额
范围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应按以下
方法计算：

（1）直接损失。指购种费，即购买种子实际支付的价
款。计算公式为：购种价款=购种数量×种子销售单价。

（2）有关费用。既包括种子质量问题所带来的歉收、绝
收导致的其他投入化肥、农药、农膜、灌溉用水等和农田闲置
的浪费及应得利润的损失，也包括为获得赔偿而发生的费
用，如交通费、种子保管费、误工费、鉴定费、诉讼费和其他费
用支出等。

（3）可得利益损失。指因种子造成的该作物产量与前三
年平均产量的减产损失部分。其中，前三年平均产量应按所
在乡（镇）该作物前三年平均单产（以县统计局统计数据为依
据）来确定。如果受损失的是杂交种则应按该乡（镇）该作物
杂交种前三年平均单产确定；如果受损失的是常规种则应按
该乡（镇）该作物常规种前三年平均单产确定。计算公式为：
可得利益损失=（该作物前三年平均单产-受损失地块的实
际单产）×受损失面积。

离婚能否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

海口陈女士：我和男朋友订婚后，他一个月后竟然单方
解除婚约，我能否要求他赔偿“青春损失费”？

答：“青春损失费”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也不能与精神
损害赔偿费相提并论。因为订婚后双方最终不登记结婚，并
不对任何一方的名誉产生不良影响。婚姻受法律保护，但婚
约不受法律保护。法律既不禁止也不支持当事人订立婚约，
法律只对婚约订立中的“彩礼”进行调整，而对双方是否解除
婚约并不干涉，所以不存在任何一方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
或名誉损失费的问题。

一男子冒充警察利用网
上社交软件向两女性“借钱”

诈骗12万余元
获刑4年

谎称自己是警察，已婚男子张某利
用社交软件以“谈婚论嫁”的名义获利 12
万余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四年，张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日前，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驳回了张某的上诉。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间，张某通过社交
软件“探探”与杨女士结识。他告诉杨女
士，自己是一名刑警，在公安局刑侦支队
工作。因彼此觉得合适，二人开始以“谈
婚论嫁”的名义交往。期间，二人一直保
持着微信、电话联系，还见过两次面。

不过，杨女士却不断收到来自张某的
借钱短信。“升职请客吃饭需要钱”“单位
账单有问题平账需要钱”“继承爷爷的遗
产需要钱”“住院输液需要钱”“欠高利贷
需要钱”“酒后驾车遇碰瓷需要钱”“打人
赔偿需要钱”“打架毁财需要钱”等借钱理
由花样百出。陆陆续续收了杨女士 8 万余
元的转账后，张某开始失联。

受害人还不止一个。在与杨女士“交
往”期间，张某以同样的方式还认识了刘女
士，以同样手法骗取刘女士3.9万余元后消
失。发现被骗后，两位女士都报了警。

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一审法院判处
张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8000 元。被
告人张某不服判决，上诉至三中院。三中
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驳回
张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通过社交软件途径交友的占比不
低，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需清醒地认识
到其中隐藏的风险。”法官提醒，恋爱中的
男女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觉性，切莫
被不法分子的花言巧语蒙骗。 (正义)

被朋友叫去喝酒，席间和其他人也不大
熟，喝完酒唱完歌还吃了夜宵后，在浙江省
杭州市工作的吴某骑上电动车回家。然而
当晚他却没有到家，而是不幸溺亡在路边水
塘里。吴某家属将同桌饮酒的 7 人告上法
庭，索赔 143 万元。

2016 年 2 月底的那餐晚饭中，吴某喝了
一斤黄酒。饭后，大伙一起去 KTV，吴某又
喝了些啤酒。唱完歌后，有两人回家，吴某
又同剩下的 5 个人一起去吃夜宵，喝了一瓶
劲酒，直到半夜，大家这才分头回家。刘某

及金某原本打算和吴某一起打车，但是吴某
说他骑的电动车是借来的，要还的，坚持骑
车回去。刘某和金某劝说了两句，见吴某坚
持，似乎又醉得不厉害，也就不去管了。几
天后，大家才知道发生了不幸。

西湖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据公安机关在
其血液中检出的酒精含量，可以推定吴某在
过量饮酒状态下控制及自我保护能力降低，
加之对周边环境缺乏了解而落水溺亡。

除了王某和钱某受邀参与聚餐、唱歌，与
吴某并不熟识，且在唱歌结束后即已离开，也

没有证据显示共同饮酒人之间存在强制灌
酒、斗酒、拼酒等加害行为，这二人不承担过
错责任。其余 5 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过错。酌
情确定由聚餐的组织者余某承担 3%，又是组
织者又是与吴某最后分开的金某承担 5%，邀
请人也是最后分开的人刘某承担 8%，另外两
个参与聚餐的人各承担2%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余某等 5 名被告共
赔偿吴某家属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抚养人
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20
余万元。 (钱晚)

男子被叫去聚餐回家路上溺亡

组织者同饮者均担责赔偿

近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审结一起
株式会社卡那兹（以下简称卡那兹）与上海
连和工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和
工业公司）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
案，连和工业公司因侵害了卡那兹的商标权
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判赔偿
卡那兹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2 万元。

多次侵犯别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2003 年 9 月，卡那兹在中国经核准注册
了“静音”商标，该商标至今仍在注册有效期
限内。

连和工业公司与案外人上海连和五金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和五金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均为贺某。2009 年至 2013 年间，
连和五金公司、连和工业公司都曾因侵害卡
那兹“静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虚假宣传不
正当竞争行为被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2012 年 8 月，连和工业公司对卡那兹的
“静音”商标提出争议申请，但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于 2014 年 4 月裁
定该商标予以维持。

2015年11月，卡那兹发现连和工业公司
在中国制造网上擅自使用卡那兹“静音”商
标介绍其手推车产品，并且在网站上的“公
司介绍”内容中宣称“上海连和工业车辆设

备有限公司为中日合资企业，专业生产并销
售日本KANATSU公司著名品牌静音PLA系
列塑料手推车、JACK 铁板系列手推车，并全
权代理KANATSU公司的一切物流产品……
其静音商标已获得专利注册……”。

卡那兹认为，连和工业公司侵犯了其注
册商标专用权，并且其虚假宣传自己是中日
合资企业，虚构自己与卡那兹存在关联，其

“静音”商标已获得注册等行为已构成不正
当竞争。

二审把赔偿额从3万改为12万

一审法院判决连和工业公司立即停止对
卡那兹所实施的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
为，并赔偿卡那兹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万元。

一审判决后，卡那兹提起上诉，认为案
外人连和五金公司早在 2009 年就因实施了
与本案完全相同的侵权行为，被判决停止侵
权并赔偿损失，连和工业公司对上述判决结
果是明知的，却在 7 年后重复完全相同的侵
权行为，其行为构成对卡那兹的重复侵权。
卡那兹请求法院改判连和工业公司赔偿卡
那兹经济损失及因维权所产生的合理费用
共计人民币 20 万元。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连和工业公司与
连和五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贺某，连和

工业公司曾因侵害卡那兹“静音”商标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及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被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并且对其关联
公司连和五金公司的侵权行为及相关判决结
果其亦应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连和工业
公司实施本案侵权行为，其主观故意过错明
显。上海知产法院着重考虑连和工业公司的
侵权恶意程度及后果，并依法调整连和工业
公司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数额为12万元。

重复侵权应加重赔偿责任

该案二审法官范静波说，连和工业公司
明知裁定结果，仍然在网站上使用卡那兹

“静音”商标，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2009
年，连和五金公司因实施了与本案完全相同
的侵权行为，被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连和工业公司明知上述判决结果，在 7 年后
重复完全相同的侵权行为，其行为构成对卡
那兹的重复侵权。

在已有在先判决认定相关侵权行为的
情况下，侵权行为人再次实施类似行为侵
害权利人与前案相同权利的，应当认定构
成重复侵权。应该加重侵权行为人的赔偿
责任，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若侵权成本过低，易导致重复侵权行为的
再次发生。 （人法）

上海一公司多次侵犯别人商标专用权，法院二审将赔偿金额
由3万提高至12万

重复侵权应加重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