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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要包间费败诉 法院：菜单写明了

武侯法院昨一审驳回消费者诉讼请求，法官提醒：如酒楼收包间费未事先告知，消费者可要求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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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花果之乡

赏田园新村美景

青白江福洪乡“福洪杏”采摘活动5

月盛情邀约

有着“生态、田园、和谐之美”的青

白江福洪乡，因杏花而优美，因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福洪杏”而扬名。福洪乡

作为2014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

暨青白江第七届杏花（果）生态旅游节

的主会场， 其热闹与壮美的场景仿佛历

历在目，而今，漫山遍野的金黄色杏果已

挂满枝头，向海内外宾朋发出盛情邀约，

到福洪乡来采果、品美食。

五月的福洪，山青、水绿，空气中

弥漫着柚子花的清新花香， 是花的世

界、果的海洋。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

青白江区福洪乡客家杏花景区看到，

黄灿灿的杏子已经挂满枝头， 今年的

杏子也特别甜。

到杏园采摘甜杏子也有诀窍。当

地果农介绍，杏子要挑软的捏，采摘下

的新鲜杏子再放个两天吃才最巴适。

而且这里的杏子摘下来就可以直接食

用， 因为在杏子成熟前一个月就不再

打药， 并且严格按照无公害食品标准

施肥、上药和种植。“福洪杏”在2012

年就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万亩金太阳、凯特杏、红

卫、杏李等待您的采摘，杏花客家AAA

景区沿线的“大五星”枇杷因其“果

大、汁多、味甜、营养丰富”，深受游客

喜爱。

除了在青山绿水中现场采摘“福洪

杏”、 在乡村酒店品尝特色客家美食的

同时， 游客还可以约上家人朋友在客家

杏花AAA景区登山健身、品茗休闲，也可

以在有着3400亩的现代农业观光园———

天府庄园进行环湖自行车骑行健身、真

人CS游戏、生态鱼垂钓、马术竞技、亲子

游戏、野炊等活动，去真切体会丰收的喜

悦和健身的快乐。

据介绍，今年杏果采摘活动，从5月

中旬至6月中旬。五月的福洪，蓝天白云，

杏果飘香，好一幅优美的田园风景画，让

人陶醉，您一定不要错过！

温馨提示

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福洪乡

采摘“福洪杏”

（一）自驾游交通路线：

1. 成都市区-成南高速-清泉出口

下-青白江区福洪乡客家杏花AAA景区

或天府庄园

2. 成都市区-成金青快速通道-清

泉大道-青白江区福洪乡客家杏花AAA

景区或天府庄园

3. 成都市区-成洛路-洛带古镇

（沿成环线，即：金堂-龙泉驿区）-青

白江区福洪乡客家杏花AAA景区或天

府庄园

4. 成都市区-成绵高速-青白江出

口-华金大道--清泉大道-青白江区福

洪乡客家杏花AAA景区或天府庄园

（二）乘班车交通路线：

1. 成都市五块石汽车站-清泉镇-

青白江区福洪乡客家杏花AAA景区或天

府庄园

2. 成都市青白江区新客运站-清泉

镇-青白江区福洪乡客家杏花AAA景区

或天府庄园

（董馨）

收取包间费

未事先告知可要求返还

法院提醒：消费者应注意收集证据

宣判后，武侯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该

院副院长王佳舟对判决进行了释疑。

王佳舟表示，就案件本身来说，这只是

一个“个案”，主要是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

以及原告的诉求，依法作出的判决，并不代

表对类似情况普遍性的评判。

对于这起案件并未适用《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王佳舟解释，这起案件中，原告

并不是基于被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有瑕

疵，或者存在质量问题，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提出赔偿的请求，而是基于双方

的餐饮服务合同主张合同部分无效， 要求

退还收取的包间费， 所以本案的审理焦点

在于合同的效力上， 这属于合同法调整范

畴。依据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对包间

费的收取已在事前达成合意， 且这种合意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故

合法有效。

发布会上， 王佳舟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表示， 如果经营者就收取包间费一事

在事前没有告知对方， 也没有通过明示

予以提醒， 这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未就

服务合同上包间费的内容予以协商约

定，因此，消费者可以在其收取了包间费

后要求返还。

此前的2月16日， 市民何小姐在位

于新华大道的“码头故事”火锅店消费

过程中，被收取了30元开瓶费和50元包

间费，将该火锅店告上法庭。日前，锦江

法院一审判决，“码头故事” 火锅店退

还何小姐30元开瓶费、50元包间费并承

担25元诉讼费。法院认为，原告在选择

包间就餐时，被告应就包间就餐以及支

付的费用，向原告明确告知，原告享有

消费的知情权， 无合法有效证据表明，

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明确告知，侵犯了原

告的知情权，进而使原告失去了对服务

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的权利。

王佳舟提醒， 消费者应依法维权，如

果认为费用收取不合理，一定要注意收集

相关的书面证据。同时，对于经营者来说，

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告知， 例如在菜单里、

大厅里以鲜明字体进行提示。

武侯法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摄影记者 陶轲

因在就餐时被酒楼收取了380元包间

费，顾客认为酒楼的该项收费已涉嫌违法，

于是将该家酒楼告上了武侯法院。

昨日， 该案在武侯法院一审宣判认

为：被告酒楼收取包间费的规定对消费者

并无强制性，没有限制消费者权利或加重

消费者责任；且酒楼在原告消费者接受包

间服务前，已在菜单上标注，将包间的收

费标准告知了消费者，因此未侵犯消费者

的知情权。法院一审驳回了消费者一方的

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

菜单最后一页标注了“包间费”

昨日上午，该案开庭前，旁听席上已经

挤满了各路记者。9点10分，法官宣布开庭，

原告席上只有原告刘先生的代理律师，其

本人并未到庭； 被告席上是被诉酒楼的两

名代理人，她们都是该酒楼的员工。

全体起立，法院宣读判决书。法院

查明，2014年2月19日，原告刘先生与朋

友一行9人来到被告经营的蓉杏酒楼优

客店就餐， 刘先生先选择在大厅就餐，

后更换至 “V6” 包间， 并在该包间点

餐，随后又从“V6”包间更换至“V13渔

舟唱晚”包间。就餐结束后，刘先生支

付了就餐费用共计1396元，其中含包间

费380元。

法院另查明，刘先生在“V6”包间点

餐所使用的菜单的最后一页标有该酒楼三

楼包间收费标准，其中“V6”包间的包间

费为200元，“V13渔舟唱晚” 的包间费为

380元， 该页上载明的 “三楼包间收费标

准” 的文字字号大于该页的其他文字。

“V13”包间设计有落地窗、配置有独立卫

生间、电视机。蓉杏酒楼对于在“V13”包

间消费满3800元的消费者或老顾客可免除

包间费。

约4分钟后，法官宣布判决结果：被告

收取包间费的规定对消费者并无强制性，

没有限制消费者权利或加重消费者责任；

且被告在原告接受包间服务前已将包间的

收费标准告知原告，未侵犯其知情权，故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昨日上午9点左右，网友“zhonghua70”

称，在早上上班时发现一辆在二环高架上逆

行的白色凌志轿车 ， 这辆牌照为川

AG7N49的白色凌志轿车在快速公交道上

一路逆行，逆车流而动的“豪情”让网友

不禁惊呼：“川AG7N49， 你这么厉害，你

妈妈知道吗？”

根据车辆号牌， 成都交警很快联系上

了该车驾驶员赵某。 来自攀枝花的赵某表

示，车是向朋友借的，因为不熟悉道路，跟

着公交车误入二环高架的公交车专用道。

由于违法行为，他将面临共计200元、扣3分

的处罚。

网友报料：

二环高架现最牛司机

二环高架上逆向行驶， 这是绝大多数

车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而一辆白色SUV

不但逆行上了高架， 还占用快速公交道

……昨日上午，网友“zhonghua70”在开车

上班途中，就见到这样惊人的一幕。

昨日上午，某汽车论坛上，一条帖子引发

了网友的关注。“今早上班看到了一辆最牛的

车， 在二环高架上占用公交车道还逆行，简

直太牛了。川AG7N49，你这么厉害，你妈妈

知道吗？”网友“zhonghua70”说，这两张照

片是他用手机拍下的。当时是早上9点左右，

他正驾车在双桥子立交附近，向人南立交方

向行驶。远远看到一辆白色雷克萨斯SUV逆

行驶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zhonghua70”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

他的左侧， 正好还有一辆行驶中的BRT快

速公交。 这辆白色SUV在快速公交道上一

路逆行，还差100米左右就将与BRT快速公

交迎面相撞时，才猛然往“zhonghua70”所

在的车道变道，差点出了交通事故。

有网友也认出，这是二环高架双桥子段：

“那里的公交专用道两根是并行的， 应该

是走错了从顺行的公交道专用道过来，又

偏到对向的专用道上了。”

“当时路上的车比较多，对我们正常

行驶的车有影响，很危险。”“zhonghua70”

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不堪垃圾短信骚扰

市民状告电信索赔

该案昨日在乐山中院二审开庭

购机送现金、送贴膜、送话费……

也许你的手机会经常收到类似短信，

虽然不胜其烦，但也未特别在意。而乐

山市民李枚加不断收到类似短信不堪

其扰后，将乐山电信告上法庭，象征性

地索赔一分钱的经济损失和精神赔

偿，并要求停止侵权（成都商报曾作报

道）。昨日，该案在乐山中院二审开庭。

此前，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乐山电信向

李枚加发送和转发的已查明28条短信

息都属于商业广告类短信息， 侵害了

其隐私权， 判令被告停止向原告发送

商业广告类短信息， 但未支持其索赔

一分钱的诉讼请求。 李枚加放弃了精

神损害赔偿，提起上诉，要求赔偿半分

钱的财产损失。

“有好几次，我正在睡午觉，突然手

机短信铃声响了，打开手机一看，又是电

信发送的广告信息。” 李枚加气愤地说，

基本上隔一两天就有一条， 最多时一天

有三四条。 发送短信的端口为10001和

10006，内容包括新店开张、购机送贴模、

流量包等促销广告。此外，还收到大量开

头为“1065”发来的短信，涉及汽车、房

产销售广告等。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号码

收到这两类短信共28条， 属于商业广告

类短信息，侵害了原告隐私权。故判决

被告停止向原告移动电话发送商业广

告类短信息。不过，对于原告认为被告

行为侵害其财产权、 健康权的意见，一

审法院没有采信。

昨日上午，该案在乐山中院二审开

庭。 对于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双

方均无异议。不过，乐山电信的委托代

理人表示，一审判决后，他们虽然没有

提起上诉， 但仍然坚持认为不构成侵

权。上诉人认为接受这些短信对他造成

了实际的财产损失，到底造成了多大损

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应该举证来证

明。他们同时认为，上诉人索赔半分钱，

有哗众取宠之嫌。

对此，李枚加称，不否认手机只要

开机使用，就会产生手机的损耗和电力

的消耗，但一部分来自上诉人按主观意

愿正常使用手机，另一部分则来自被上

诉人发送商业广告类短信息的违法行

为。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支持其索赔诉求。 审判长宣布休庭，择

日开庭。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二环高架逆行

川AG7N49，你咋这么牛

驾驶员称是借朋友的车，跟着公交走错了，没看到公交专用道 将面临200元、扣3分处罚

据二环高架大队交警范宇涛介绍， 根据

警方的监控视频， 这辆白色轿车在进入公交

车道后与一辆自双桥子方向开往人南立交方

向的公交车迎头遭遇， 在此情况下两辆车都

停了下来，两车间距不到十米。由于此处二环

高架内侧路段有两条相向行驶的公交车道，

白色轿车在停了几秒钟之后， 又变道上了自

人南立交开往双桥子方向的公交车道， 随后

驶离了监控范围。

他逆行差点撞上公交

称“没看到专用道提示牌”

昨日下午六点左右，雷克萨斯轿车驾驶

员赵某到了成都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勤务处二

环高架大队接受处理。赵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当时本打算开车到火车北站荷花池一带去购

物。当车走到双桥子立交时，看到前方是一座

上跨桥，以为走上跨桥会出二环，于是就跟着

公交车，走到了二环内侧的道路，期间并未发

现头上的公交专用道提示牌。 赵某说：“我转

过去之后看到很多车都冲我这边过来， 我才

意识到走错了，我当时就懵了。然后就把车停

了一下。”

而此时一辆公交车迎面驶来， 吓得赵某

六神无主。 所幸公交车司机及时将车停了下

来，并通过车窗向赵某喊话，让赵某从旁边的

公交车道将车开走。赵某赶紧照办，顺着自人

南立交往双桥子方向的公交车道行驶， 虽然

最后安全地下了二环高架， 但自己是怎么下

的，从哪里下的，赵某已经想不起来了。他说：

“我到现在脑子都是乱的。”

他是攀枝花人

称“很少开车上二环高架，不熟”

赵某告诉记者，他是攀枝花人，在10年前

拿到了驾照，期间断断续续地开过车。而之所

以会出现昨日早上的“乌龙”事件，主要是因

为道路不熟悉。据赵某称，自己来成都虽有一

年半，但很少开车上二环高架，因此对二环高

架并不熟悉， 而此次驾驶的雷克萨斯轿车也

是从朋友那儿借的。“被网友曝光之后， 车主

几乎将他的电话打爆了。”赵某说。

车主证实他借车

他将面临罚200元、扣3分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车主王

女士时，她表示自己不在成都，车确实借给了

赵某。交警表示，赵某由于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和侵占公交车道的违法行为， 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将面临共计200元、扣3分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徐剑箫 桑田 摄影 王红强

收380元包间费 酒楼被告上法院 追踪

消费者为何输了官司？昨日，法官宣判时指出，这起案件有两个争议焦点：

一是， 被告酒楼收取包间费的规定是否属于对消费者作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

规定？二是，被告是否在原告接受包间服务前已将包间的收费标准告知原告？

判决：双方达成合意 可收包间费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消

费者在包间就餐所支出的包间费实际是

消费者为其使用包间、 接受包间服务所

支付的对价， 在法律无明确规定是否允

许酒楼收取包间费的情况下， 经营者与

消费者之间就是否收取包间费进行协

商， 消费者既可选择在包间消费也可选

择在大厅消费。因此，被告收取包间费的

规定对消费者并无强制性， 没有限制消

费者权利或加重消费者责任， 不属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所规定的对消费

者作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被告自认其对在包间消费满一定金

额的消费者或老顾客予以免除包间费，

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属于变相设置

包间最低消费，对此，法院认为，被告设

定免除包间费的条件是被告作为经营者

自愿放弃其收费权利的行为， 与设置包

间最低消费不同， 未限制消费者权利或

加重消费者责任。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 法院认为，根

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方面，原告在包间点

餐时所使用菜单的最后一页标有各包间收

费标准，该页上的“三楼包间收费标准”的

文字字号明显大于该页其他文字， 应当可

以起到提示消费者注意的作用；另一方面，

原告从大厅就餐更换至“V6”包间，随后

又更换至“V13渔舟唱晚”包间，就餐环

境发生较大变化，按餐饮服务的行业惯例

和一般消费者的生活经验、 注意义务，不

但经营者应当会向消费者告知包间费的

收费情况，原告作为消费者也应当对包间

是否收费有所注意。鉴于此，原告仍选择

在包间消费，表明双方已就收取包间费达

成合意，本案包间费是原、被告之间餐饮

服务合同的内容，原、被告应依约履行。

由于原告既未举证证明包间内同等

菜品价格高于大厅， 又未举证证明被告

强迫其支付包间费， 对此原告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收包间费对消费者并无强制，

没加重消费者责任

2

酒楼菜单上告知了包间费，

表明双方达成合意

服务

酒楼满意，

消费者一方

商议是否上诉

对于判决结果， 刘先

生的代理律师陈小虎表

示， 就餐前被告并未告知

原告要收取包间费， 且包

间内同等菜品价格均比大

厅高， 原告因此明确拒绝

支付包间费， 双方协商无

果，之后原告迫于无奈只好

结账。被告侵犯了原告作为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且包间菜品价格已然提高，

被告仍收取包间费则属于

强迫交易行为，违背了诚实

信用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无疑属于“霸王

条款”；另外，被告仅在菜

单最后一页注明包间费，

但并未明确提示， 以此认

定被告已履行告知义务，

存在瑕疵。陈律师说，与原

告商议后， 将作出是否提

起上诉的决定。

宣判后， 被告的两名

代理人被记者层层围住，

一位代理人称“对法院的

判决非常满意”， 给了整

个餐饮行业一个公正。

当事方回应

车是借的，不熟悉高架

跟着公交走错了

我是攀枝花人，来成都虽

有一年半，但很少开车上二环

高架，因此对二环高架并不熟

悉，而此次驾驶的雷克萨斯轿

车也是从朋友那儿借的。

我当时打算开车到火车

北站荷花池一带去购物。当车

走到双桥子立交时，看到前方

有座上跨桥， 以为可以出二

环，就跟着公交车走了，期间

并未发现头上的公交专用道

提示牌。直到看到很多车都冲

我这边过来，我才意识到走错

了，我当时就懵了。

车主自述

成都优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酒楼都在菜单上注明了包间费

监控视频拍到的违法越线侵占公交道的车

这辆白色越野车在快速公交道上一路逆行

网友“

zhonghua70

”供图

开车的司机后悔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