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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已经不存在 淘宝客服称证据不足……

23 日，
本报接到市民段先生
反映，
他于2018年在淘宝艺朵灯
具旗舰店购买了一盏价值 3938
元的吊灯，
购买时卖家在宝贝详情
里表示
“三年质保，
预约安装”
。由
专人安装后不到两个月，
吊灯整个
掉落，
把自己家的茶几也砸坏了，
幸亏新房还未入住没伤到人。
“吊灯掉下来之后，我把安
装工人叫来了，从勘察的情况来
看，工人说不是他安装的问题，
而是质量问题，因为他安装的整
个吊顶还挂着，而是连接吊灯的
链子断裂了。”记者从段先生提

朋友圈卖口罩
合法吗

《公益律师团助你化解法律纠纷》
第二期视频为你答疑

疫情之下，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很多法律问题，春城晚报
和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的
“凝聚你我力量，助力复工复产，公益
律师团助你化解纠纷”，成立复工复产
公益律师团，
助你化解法律问题困惑。
疫 情 期 间 ，口 罩 成 了 特 殊 商 品 。
微信朋友圈或是普通人可以销售口罩

先找专业机构鉴定灯具掉落原因
针对此事，
记者采访了云南凌
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民商事诉讼
三部主任方丽君。她表示，
灯具掉
落的原因肯定不能由安装工人单方
说了算，
需要咨询相关的鉴定机构
对灯具的质量问题做鉴定，
查明导
致灯具掉落的具体原因，
如是由于
配件无法支撑灯具还是安装时位置
或方式不对导致。将原因产生对应
到相应的过错方，
请求赔偿。如果
安装人员在安装过程中存在过错，
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淘宝店铺关闭后，
可以请求淘
宝客服对质量问题进行处理，
需要
段先生提交商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

吗？假卖口罩的人跑路，该受到什么
样的处罚？今天，开屏新闻两微一端
等春城晚报全媒体平台将同步推出第
二期涉刑事问题视频，本期视频涉及
朋友圈卖口罩行骗、销售伪劣产品等，
由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罗坷、汤光
仁、李加川、张政委 4 位律师作出专业
解答。

医用类口罩销售须取得经营许可
疫情期间，口罩成了特殊商品。微信朋友圈或是普通人可以销售口罩
吗？如何看待借朋友圈来虚假销售口罩的行为？付款后，假卖口罩的人却跑
路了，这种情况下，又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汤光仁律师：现在都是市场经济，
不
再是单纯的实体经济，
通过互联网也是可

找谁要

以卖的。另外一个是卖口罩加价的问题，
一些药店抬高了口罩价格，
最后被行政处
罚。疫情之下，
利用网络有序、
合法销售
口罩，
有利于整体防控，
因为大家更容易
获得口罩。另外，
在朋友圈里虚假销售口
罩，
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诈骗罪的立案标
准是 5000 元，
你在朋友圈里假借卖口罩
为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获取金额达
5000元，
就构成了犯罪。云南出现过类似
案例，
收到钱后就将对方拉黑，
司法机关
将会从重从快处理。

定，在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
员，造成医务人员轻伤以上后果的，构
成故意伤害罪。另外，对于随意殴打
医务人员且情节恶劣的，就构成寻衅
滋事罪。

有一些市民会刻意隐瞒自己的行程、病情，甚至为与确诊、疑似患者密切
接触的人群，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又将如何定性？
张政委律师：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故
意隐瞒自己的病情或者已经被定性为
疑似病例的情况，可能涉嫌构成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明知自己被感染却隐瞒不

报，还到公共场所到处窜，引发其他人
感染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
究刑事责任。
本报记者 柏立诚

证据（如规格、质保期未过、非人
为因素导致等证据）。如证据充
分，
淘宝客服将根据商家提交的保
证金进行赔付，
如果保证金已经不
足以赔付，
需要看平台在此事件中
有没有过错（如明知商品有缺陷，
仍允许其投入市场等），
根据过错
承担赔偿责任。若店铺关闭，
可以
找平台维权，
要求平台提供商家的
真实姓名、
地址、
有效的联系方式。
方丽君提醒：
消费者在网购
时，
需要注意看店铺的销售与评价
是否匹配，
对销量多但买家反馈较
少的店铺、
全是好评的商家，
最好
谨慎购买。 本报记者 朱婉琪

房屋出售一年多
她还被扣水电费

黄女士联系买主 买主又说找租户……

2015 年，市民黄女士在银
行柜台开通了房屋代缴水电费
业务，通过银行卡扣除每月水电
费。2018 年，黄女士将老房子
卖了，买了新房，并且关闭了老
房子的水电代缴业务，给新房子
办理了水电代缴业务。
然而，
在住进新房后，
银行仍
然在扣着老房子每个月的水电
费，
“之前没有注意，
直到2020年
实行水电费一月一交时，我才发
现我一直在交两个房子的水电
费，
光电费就交了1216.27元。
”
之后，黄女士去银行咨询，
却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并没有

疫情期间，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不配合，甚至妨碍公务，如不配合测体温、
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这些人又该如何处理呢？
李加川律师：相关法律规定，如果
是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
警察，应该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并从重
处罚。对医务人员故意伤害或吐口
水、滋扰、辱骂等行为，法律也明确规

供的图片上看到，吊灯砸到了茶
几上，
现场一片狼藉。
之后，段先生想联系艺朵灯
具旗舰店解决质量问题，但发现
这个店铺已经不存在。于是他
找到淘宝客服反映问题，淘宝小
二回复称：
“ 由于您上传的凭证
无法证明商品是如何掉下来，商
家目前退出商城，无法处理售
后，故维权做关闭处理！”
“商家的店关闭了，找不到
商家，平台也以商家无法处理售
后为由拒绝赔付，这件事就一直
没有解决。”
段先生说。

律师分析>

律师分析>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主任罗坷：
疫情之下，口罩作为急需用品一直被大
家广为关注。如果是医用口罩，它属于
医疗器械种类，销售时要按照法律规
定，属于特许经营或限制经营，没有取
得经营许可就进行销售的行为就会涉
嫌非法经营罪。医用类的口罩，必须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生产销售。

吊灯买回两个月
脱落后砸坏茶几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查到当年开通和关闭老房子代
缴水电的办理业务记录。
“向银行
反映了情况后，他们没有继续扣
我的钱了，且建议我向之前买房
的业主要回之前多扣的水电费。
”
按照银行所建议的，黄女士
联系了买房的业主，
对方告诉她，
买了这套房子后就将房子租了
出去，并且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
个租户。
“房东说之前的租户已经
联系不上了，只能帮我联系现在
的租户将租房期间的水电费要
回来。我现在就想要回之前多
交的水电费，但是不知道该由谁
来承担这个责任？
”
黄女士说。

法官建议>

协商未果 可考虑通过诉讼来维权
对此，官渡法院速裁庭员额
法官曾惠祥认为，黄女士将房
屋出售后，新业主成为该房屋水
电业务的户主。如果黄女士陈
述代缴情况属实，并且目前联系
不上新业主陈述的租客，无法明
确该租客在短期内应承担的水
电费数额，以及是否向房东（即
新业主）缴纳过相应的水电费，

则建议黄女士直接与现在的业
主协商代缴费用的返还问题。
如果仍协商未果，再考虑通过诉
讼的方式维权。
曾惠祥建议：各位消费者将
自己房屋出租或出售以前，要及
时检查各类银行代缴业务是否
关闭，
以避免此类麻烦。
本报记者 杨露 实习生 马艺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