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刘纯 摄影报道）日

前，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开发分局、开发区消费者协会、泰达

街、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发区普

法办公室联合在华润超市广场开展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咨

询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和社会律

师为消费者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发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维权谨

记”等法律法规和生活消费指南方面

的宣传资料万余份。接下来，开发区

普治办还要聘请专业师资，针对不同

人群开展消费维权讲座，引导群众依

法理性消费。

为了更好地贯彻《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很多

社区也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

际，举办了法制宣传活动。刘庄子村

请来包村律师在党员活动室开展了法

律知识讲堂，星海苑社区举办了3·15

普法维权知识讲座，倡导居民使用法

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学消法课堂 社区开讲了

留守儿童被“遗弃”能否指定监护人？

案
情
回
顾

网购药品，内外包装生产批号不符

网购问题药品 打赢索赔官司
律师进社区

近日，市民徐先生向本报打来热线电话咨

询，“我母亲热衷于观看电视购物节目，家里很

多东西都是通过电视购买的，但是有些商品的

信息并不完善，在拨打电话咨询时当时的抢购

热线就变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采用电视方式

提供商品的，商家应当说明哪些信息呢？”
解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采

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

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

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

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 时报记者 刘纯

通过电视售卖商品
应该说明哪些信息？

社区律师

胡家园街刘庄子村 涧联律师事务所 刘艳春 电话 18522760800

胡家园街南窑村 涧联律师事务所 田润平 电话 13752287974

胡家园街河头村 涧联律师事务所 张妙琳 电话 13212261919

胡家园街旭辉澜郡社区 敬科律师事务所 王 峰 电话 13212083480

胡家园街佳美苑 敬科律师事务所 韩 霜 电话 13920790734

说事儿热线：13512463060

大四在校生小晨和两个同学准备在毕业

前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他们从街上一小广告

张贴处看到了某驾校报名电话，于是就和该驾

校取得了联系。然而，交完费用后，他才发现

该驾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正规，教练一个人要

带六七个学生不说，学员练车时间很少。他现

在很担心，如果在不正规的驾校继续学习，他

最终能否考取到驾驶证？
说法：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0条的规

定，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

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

理，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

班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实行资格管理。驾

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对学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

驶技能的培训，确保培训质量。任何国家机关

以及驾驶培训和考试主管部门不得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小晨报名

学习的驾校如果在未取得交通管理部门许可的

情况下，擅自进行驾驶培训，其行为就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管部门有权对其

进行处罚。但是，该驾校的违法行为并不影响

小晨取得驾驶证的资格。因为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人进行

考试，对考试合格的在5日内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对考试不合格的书面说明理由。时报记者 张玮

到不正规驾校学习
学员能否取得驾驶证？

法治滨海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滨海新区司法局 滨海时报社 主办7 策划：佟春英 张勇智 编辑：张港 校对：林梅 肖仲 制作：周海生法治滨海 2019年3月20日

星期三
总第2054期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和互联网购物的兴起，网购药品也逐渐走进大家的生活。如

果在网上购买药品出现质量问题，又该如何维权呢？ 时报记者 韩春霞

“最终解释权”属无效条款
甜品店应继续履约

11岁的茂茂两个多月前被姑

姑带到城市生活，然而两个多月过去

了，茂茂的父母却从来都没有来看望

过孩子。在茂茂的日记里有这样一

段话：“你们生我，却不养我，不如把

我送给姑姑算了！”茂茂的姑姑这两

天找到律师咨询，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孩子的监护人，她只是想让兄嫂承担

起做父母的责任。 时报记者 张玮

相
关
问
题

消费者买到不合格药品 该起诉谁？

消费维权案例

人民币图样禁用于祭祀用品

3月18日，央行发布《人民币图样使用管

理办法（修订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

办法首次提出，禁止在祭祀用品、生活易耗品、

票券等物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法制晚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

币，严格管理人民币图样，是保护人民币、维护人

民币信誉的重要举措。根据《人民币管理条例》，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币，不能损害人

民币和妨害人民币流通，在祭祀用品、厕纸、生活

易耗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都存在贬损人民币的

意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宣传品、出版物

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损害人民币的

行为均被禁止，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

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如果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时报记者 刘纯

天津市天烁律师事务所李勇律师建

议，首先消费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在

我国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

主页右侧的【药品】栏目中的“网上药店”，

可以查询到具有资质的网上药店；另外，

登陆网上药店，可以在明显位置看到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资格证书》《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

证书》等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备案凭证和

企业联系方式。其次，在网上购买药品

后，需要注意保留足够的用以证明合同关

系的消费证据，比如聊天记录、交易凭

证 、收货情况等。在验收时，还要注意查

看药品外观包装有无破损、是否完整；然

后核对药品实物与包装、说明书是否一

致；最后查看标签或者说明书是否载明药

品的通用名称、成份、规格、生产企业、批

准文号、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适

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不

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内容。最后，一旦药

品存在相关问题，可采取拍照、录像等方

式进行证据保全，必要时可以申请法定药

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市民闫女士的父母均患有高血压，

为了方便，大约从两年前开始就一直在

某网站购买同一品牌的降压药服用。今

年春节前，闫女士发现父母的降压药马

上要服用完，就继续从网上购买了六盒

药品，共计1340元。但是等闫女士收到

货后，发现不仅购买的药品包装上有明

显的二次开封痕迹，而且药板上铝箔破

损，药片实物与包装盒展示不一致，生产

批号和外包装批号也不符。为此，闫女

士多次拨打相关网站客服热线维权，但

网站表示发货药店实际为河南某公司。

因与各方协商未果，闫女士将该网站诉

至法院，提出由网站支付购药款 1340

元、赔偿损失13400元、支付精神损害抚

慰金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最终，在法

院的主持调解下，被告向闫女士支付退

款及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1340元。

律师解答：天津市天烁律师事务

所李勇律师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因食品、药

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消

费者可以分别起诉或者同时起诉销售

者和生产者。本案中，闫女士从网站

买了药品，也就与网站形成了合同关

系，因此网站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买到不合格药品 可进行哪些追偿？

律师解答：李勇律师表示，《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

消费者举证证明所购买食品、药品的事

实以及所购食品、药品不符合合同的约

定，主张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

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消

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

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

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

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

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

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本案

中，药品的包装存在开封痕迹，且药板

上铝箔破损，药片实物与包装盒展示不

一致，生产批号和外包装批号不符，闫女

士有权向被告追究违约责任。同时，根

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确有证据

证明闫女士的母亲服药后造成了一定的

人身损害，还可以就侵权责任进行主张。

律师提醒

网购如何防止
买到有问题的药品？

2018年10月，消费者陈女士来到消

费者协会投诉，称其之前在位于宝坻区

的“酒窝”甜品店办理了一张消费卡，有

一段时间未使用，10月4日到该店消费

时，商家以该消费卡已经“过期作废”为

由，告知消费者不能使用此卡消费。消

费者称卡里剩余 293元余额，且卡面上

未标注使用有效期，要求商家继续提供

服务，遭商家拒绝。商家认为该消费卡

办理时间过长，已经超过使用期限，消费

者不能继续使用此消费卡，且卡上明确

标注“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
消协认为：消费者存入消费卡内的

资金是合同预付款，如果停止消费，商家

扣除已消费金额后，应该把尚未消费的

款项退还给消费者，消费卡内的资金商

家不能据为己有，且该卡上标注的“本店

拥有最终解释权”属无效格式条款。经

调解，商家同意消费者继续使用此消费

卡进行消费，消费者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

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

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第五十

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

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

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

理费用”。本案中，商家不退还预付款或

拒绝消费者延期使用，属于不当得利行

为，且消费卡上标注“本店拥有最终解释

权”，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时报记者 战旗

案情回顾

接走被“舍弃”侄子
不知如何成为监护人

茂茂的父母一直在城里打工，孩子一

岁多就被送回了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抚

养。直到孩子3岁，茂茂的父母才第一次回

家看望孩子。如今茂茂已经11岁了，可是

他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就一个多

月。这两年，茂茂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可

已经离婚的父母谁也不愿意抚养茂茂，并

且都以工作太忙为由对茂茂不闻不问。茂

茂被临时“寄养”在村子里，吃百家饭，而且

脾气还变得特别易怒，并学着大人抽烟。

茂茂的姑姑实在看不下去了，考虑到孩子

今后上学的问题，她只得自己做主接茂茂

到城市一起生活。但姑姑也表示，自己毕

竟不是孩子的监护人，茂茂转学等问题还

没有解决，她不知该如何是好。

律师解析

不能履行监护职责
可由他人代行

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律师

解释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

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

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

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

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

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

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

博、吸毒、卖淫等行为。”

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生活的能

力，因此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负有抚养义

务。如果监护人拒绝抚养未成年人，把

未成年人赶出家门，不提供衣服、食物，

有病不给治疗，把未成年人扔在陌生的

地方等，这就是遗弃。遗弃是违法行为，

性质恶劣的遗弃行为是犯罪，要受到法

律的严惩。未成年人可以向城市居民委

员会或农村村民委员会求助，也可以向

法律援助中心或妇女联合会求助。

另外，《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

规定：“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不能履行

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则应该依法委

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如果茂茂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确实不能

履行对其的监护责任，在爷爷奶奶都去

世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考虑让姑姑代为

承担茂茂的监护责任。

记者手记

茂茂的姑姑告诉记者，爷爷奶奶去世

后，茂茂经常逃学，现在的茂茂易怒敏感，而

他偷偷抽烟的坏习惯到现在还没有改过

来。姑姑担心茂茂以后会走歪路，希望让他

换个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不过目前茂茂因

为户口等问题还不能够在城市上学，因此姑

姑最终能否代为监护茂茂很可能决定着茂茂

的“命运”。律师表示，在茂茂的问题上，姑姑的

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在父母不闻不问的情况

下，姑姑一方面承担起了抚养茂茂的责任；另

一方面，她积极主动和律师联系，学习了解相

关的法律规定，合理合法地代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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