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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袁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的保时捷中心上线一辆轿车袁标价 12.4
万元袁引发大量消费者订购遥 截至当天晚
上袁该销售链接共有近 600 个预订单遥 随
后袁保时捷下架了这辆车并退回消费者订
金遥

次日袁 银川保时捷中心销售端表示袁
保时捷小程序上架的车辆实际库存为 1
台 袁首单用户购买成功后袁后面下单的用
户会自动判定为无效订单 袁48 小时内退
还押金遥

2 月 1 日袁 有媒体报道称袁 银川保时
捷中心工作人员称该车没有卖给首个下
单的人 袁而是像其他客户一样袁打电话取
得谅解遥

此事引发社会热议遥 有不少网友评论
称 袁按照诚信原则袁商家既然提供了链接
且客户下单了袁那么就应该交付遥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 袁 近年
来 袁网络平台卖家错标商品价格渊特别是
卖家标价远低于实际价值的野乌龙冶订单冤
的现象时有发生袁由此引发诸多纠纷遥

例如袁2020 年 12 月袁某知名跨国企业
中国官网商店发生错标价格事件 袁 千元
商品被标价一两百元 袁 众多消费者涌入
购买袁商店发现问题后袁取消了用户的订
单遥

2021 年 1 月袁某知名珠宝商的系统技
术人员操作失误袁将通过某电商平台销售
的商品标价设置为远低于正常售价的价
格袁消费者购买后却遭该商家起诉遥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
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袁对于商家错
标商品价格现象袁 可以分两类情况看待院
一类是因为工作人员或者营销系统技术

故障导致错标商品价格曰另一类是商家有
意为之遥

在刘俊海看来袁上述两类情况的性质
不一样袁法律后果也不一样遥 如果商家是
因为无心之过或技术故障袁则首先需向消
费者寻求谅解袁特别是在消费者误以为价
格很低而下单的情况下袁给消费者带来不
便 袁需要道歉并作出相应补偿 曰如果商家
是为引流有意为之袁消费者要求继续履行
合同袁则商家需严守契约精神遥

对于实践中这种价格远低于实际价
值的野乌龙冶订单的法律效力袁中国传媒大
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
副主任程科告诉记者袁判断的关键在于分
析商家在网购页面上显示的商品信息袁对
于消费者来说袁到底是要约还是仅仅为要
约邀请遥

程科分析称 袁如果是要约 袁则消费者
一旦下单完成 袁合同成立 曰如果是要约邀
请袁 那么消费者的下单行为视为要约袁商
家依然保留了是否和消费者订立合同的
最终决定权遥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袁立法
者认为袁在一般情况下购物网页的内容应
该构成要约袁相对人一旦成功下单袁则合
同成立遥当然袁立法者也认为袁如果存在特
别条款的约定袁也仍然有将购物网页认定
为要约邀请的可能遥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尧北京律协消费者权益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饶伟说袁野乌龙冶订单袁即由于交易一方
渊卖方冤对商品的价格尧数量或其行为性质
出现重大误解而产生的订单遥一旦商家认
为与消费者之间构成重大误解袁作为商家
而言袁 如果与买方不能协商处理解决袁其
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袁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撤销该买卖合同遥根据民法典规
定袁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
效力遥

在饶伟看来 袁 就此社会热议事件来
说袁虽然商家在售价上的意思表示出现重
大误解袁但是商家小程序上关于车辆上架
的行为构成要约袁而消费者下单购买并支
付款项的行为构成承诺袁该买卖行为符合
上述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要件袁因此在商家
行使撤销权之前袁该订单从法律上讲是有
效的遥

记者观察发现袁野乌龙冶 订单发生后袁
许多商家往往选择立即下架商品遥

对此袁程科认为 袁商家自主下架商品
没有问题袁除非有证据表明商家有恶意通
过低价吸引消费者的价格欺诈行为袁否则
商家发现野乌龙冶订单后袁自然可以通过自
主下架避免进一步损失遥

刘俊海同样认为商家可以自主下架

野乌龙冶订单商品袁但需要补偿消费者因此
造成的损失袁这样更符合公平原则遥

野问题在于 袁之前已经成功下单的消
费者可否主张商家继续提供商品或服
务遥 冶程科说袁如果认为购物页面构成要
约 袁则消费者成功下单时合同成立袁消费
者可以持已经有效的合同主张按 野乌龙冶
价格履行袁此时商家无法拒绝袁否则将构
成违约遥

野但商家有可能根据民法典关于重大
误解的规定主张撤销合同袁合同一旦被撤
销 袁消费者无法再主张按 耶乌龙 爷价格履
行遥 与此同时袁只有存在信赖利益损失的
情形下袁才可以向商家主张该部分损失遥冶
程科说遥

如果消费者坚持主张商家按 野乌龙冶

价格履行交付义务而商家拒绝袁消费者能
否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钥

饶伟分析称 袁由前述所知 袁消费者可
以主张商家按照野乌龙冶价格履行交付义
务 袁商家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 袁依法请求
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买卖合同 遥 如果商
家自买卖合同成立之日起 5 年内不行使
撤销权 袁 或者虽然在合同成立之日起 5
年 袁 但未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 90 日内行使撤销权袁 撤销权即消
灭 袁 则商家应当依照买卖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遥

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应及时保留商
品信息尧付款信息等电子证据袁避免在发
生纠纷后因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遥如果
买卖合同系因商家过错导致被撤销袁作为
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损害赔偿遥 冶饶伟建
议遥

刘俊海提醒袁商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商品袁应该秉持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担当
之心袁基于防风险尧树品牌尧控成本尧占市
场的基本策略 袁 胸怀对消费者的感恩之
心 袁胸怀对法律的信仰之心 袁胸怀对风险
的敬畏之心袁慎独自律袁避免错标商品价
格的现象发生遥

野不管出现耶乌龙爷价格属于哪一种范
畴袁实际上都会对企业的商誉产生一定的
消极影响袁 而且会对消费者的幸福感尧获
得感有一定伤害袁 影响消费者的体验袁所
以商家还是要记住一句话袁金奖银奖不如
消费者夸奖袁 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口碑袁
只有自觉地与广大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企
业 袁才是消费者友好型的企业 袁才能获得
更多消费者的认可遥 冶刘俊海说遥

(陈磊 孙天骄 )

错标超低价保时捷下单后须交付吗
专家解读野乌龙冶订单纠纷解决之道

张建军尧胡润团院
本院受理原告王根润诉被告张建军尧胡

润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内 0102 民初 2612号
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张建军于
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王根
润借款本金 150000 元及利息 渊以本金
100000元为基数袁按年利率 24%袁从 2017年
3 月 17 日起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止袁
按一年期市场贷款报价利率的 4 倍 袁从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曰以本金 50000元为基数袁按年利率 24%袁
从 2017 年 6 月 20 日起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止袁 按一年期市场贷款报价利率的 4
倍袁从 2020年 8月 20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曰二尧驳回原告王根润的其他诉讼请
求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曳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诉讼费院案件受理
费 6290 元渊原告王根润已预交冤袁由原告王
根润负担 791 元袁 由被告张建军负担 5499
元遥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刘斌院
本院受理原告新城区锦盾建材东库街

店与被告刘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102民初
13696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刘
斌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向原告新城区锦
盾建材东库街店支付货款 11560 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以 11560元为基数袁按一年期市场
贷款报价利率袁自 2021年 12月 20日起计算
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曰二尧驳回原告新城
区锦盾建材东库街店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

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遥 诉讼费院案件受理费 75元渊原告
已预交冤袁由被告刘斌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
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李春学尧徐庆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孟春兰诉被告李春学尧徐

庆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 内 0102民初 213号
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李春学尧徐
庆华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一次性偿还原
告孟春兰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渊以本金
50000元为基数袁按年利率 15.4%袁从 2019年
1月 16日起计算至 2020年 8月 19日止曰按
一年期市场贷款报价利率的 4 倍袁 从 2020
年 8月 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曰二尧
驳回原告孟春兰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遥 诉讼费院案件受理费 1630元渊原告
孟春兰已预交)袁由被告李春学尧徐庆华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于明院
本院受理原告杨拴柱诉被告于明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0102民初 8987 号民
事判决书遥 判决内容为院一尧原告杨栓柱与被
告于明的叶租房合同曳于 2022 年 8 月 1日解

除袁 被告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搬离租赁房屋曰二尧被告于明支付原告杨栓
柱欠付租金 45800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履行完毕曰三尧被告于明支付原告杨
栓柱自 2022年 8月 2 日至实际腾退房屋之
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袁 按每日 27 元
(10000衣365 天 )计算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履行完毕曰四尧被告于明支付原告杨
栓柱损坏承租房屋的屋顶尧大门等修复费用
5000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履行
完毕遥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袁应当按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袁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案件受理费 1070
元渊原告已预交冤尧公告费 200 元袁由被告于
明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高磊尧武彩霞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高磊尧武彩霞袁原审第三
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曰
案号为渊2023)内 01 民终 541 号追偿权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遥 自
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 4日上午 9时 30 分 渊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姜涛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袁 案号为
渊2022)内 0121 民初 3335 号袁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袁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袁 并定于 2023年 3月 8日
上午 9时在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赵泽波尧兰美云院
本院受理原告潘瑞军诉被告赵泽波尧兰

美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袁 案号院渊2022)内
0121民初 1763号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尧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冤在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张建军尧孙翠霞尧田拉树尧拾乙曲伍尧申国义尧
张金风院
本院受理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新苑支行与被告张建军尧 孙翠霞尧
田拉树尧拾乙曲伍尧申国义尧张金风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内 0102 民初 462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
如下院一尧被告张建军尧孙翠霞向原告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截
止到 2021 年 12 月 27 日的借款本金 70000
元尧逾期利息 1935.81元尧逾期罚息 22796.38
元尧违约金 3500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付清曰二尧被告张建军尧孙翠霞按照叶丰
收贷个人借款合同曳的约定向原告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支付从

2021年 12月 28日起欠款所产生的利息尧罚
息袁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曰三尧被告田拉树尧拾
乙曲伍尧申国义尧张金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遥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2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