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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零四舍五入 超市少找四分钱被诉
目前法院已经立案
近日，西安男子肖绵明因在超市购物
被少找4分钱零钱，
将超市告上法庭，
目前
法院已立案。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事发超市了解到，
目前超市已经取消分币四舍五入，消费者
购物的分币零头将全部抹去。记者调查
发现，由于市面分币流通较少，北京部分
超市仍然存在分币四舍五入的情况。对
此有律师认为，超市少找零的行为违反公
平交易的法律规定，
应当补足差价。

事件
少找4分钱 超市被消费者起诉
2月2日，
西安市民肖绵明在永辉超市
（纺渭路店）购买了54.76元的商品，肖绵
明付给收银员55元现金，收到2角找零。
肖绵明有保留购物小票的习惯，回家后他
发现，
永辉超市少给他找零4分钱。
肖绵明随后致电永辉超市客服，对方
表示，
“ 分分钱”四舍五入是商家规定，消
费者可以保留小票，攒到整数后到超市兑
换。北青报记者在肖绵明保存的购物小
票上看到，小票下方写有“凭小票当月内
到服务台积零换整”
。
肖绵明不认可永辉的处理方式，他认
为四舍五入是超市的霸王条款，多收的4
分钱所有权归消费者也就是他本人所
有。至于商家提到的
“积零换整”，肖绵明
认为这是超市单方面的告示，不合理且不
合法，而且这一行为变相限制了消费者去

律师称或违反公平交易法

涉事超市改为分币零头全部抹掉
调查
分币兑换难 仍有超市四舍五入

其他超市消费的自由。肖绵明说，哪怕是
一分钱，也是消费者应得权利。随后，肖
绵明一纸诉状，将陕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告上法庭。
在起诉状中，肖绵明认为永辉超市非
法获取自己的0.04元钱，要求永辉超市一
次性归还，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2月28日，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就肖绵明起诉陕
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一案立案。
这不是肖绵明第一次维权，这些年
来，类似的维权官司他已经打了几十起，
有赢有输，他也从一个法律的门外汉，到
如今能够自己出庭应诉。在肖绵明看来，
无论标的金额大小，都是消费者合法的权
利，必须要捍卫，
“ 权利是自己争取的，而
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

回应
接到投诉后 现已全部抹零
19日，
北青报记者致电西安永辉超市
（纺渭路店），工作人员表示，接到投诉后，
他们已经取消了原先
“四舍五入”的规定，
消费者在陕西永辉超市购物的分币零头，
目前已经全部抹去。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超市在分
币找零时一直实行四舍五入原则，即不
满5分时抹掉零头，等于或超过5分时按
照1角计算。对于多收顾客的分币，顾客
可以积攒小票，一个月内攒到整数时可
以在超市柜台兑换，
“ 也有一些顾客攒票

实收 55 元，
找零 0.2 元
来兑换的，我们都有记录。”工作人员说，
“市面上流通的分币很少，我们也没有分
币找给顾客。”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超市也把分币零
钱换整的通知贴在收银柜台，也有广播通
知，
方便顾客看到。

增值税下调 豪华车争相降价
车企借降价吸引更多关注提升销量 专家称未来车市终端价格变化不超 3%
本报讯（记者 王荣辉）3月19日，一
汽-大众奥迪宣布，即日起下调全系在售
车型官方指导价，最大降幅达5.5万元。
事实上，这已是积极响应国家增值税下调
政策后第六家宣布下降全线车型售价的
豪华品牌。
日前，国家发布了增值税下调的政
策，从2019年4月1日起，我国增值税率下
调政策将正式实施，生产制造业的增值税
税率由16%降至13%。受此政策影响，各
车企纷纷下调价格，豪华车又迎来新一波
降价潮。
为了响应政策，3月15日晚，梅赛德
斯-奔驰宣布，从即日起购买全车系产品
提前享受价格优惠。此次厂商建议零售
价调整后，梅赛德斯-AMG车型最高降
幅达6.4万元，梅赛德斯-迈巴赫车型最高
降幅为6万元，梅赛德斯-奔驰车型最高
降幅4万元，
smart车型最高降幅7000元。
继奔驰降价后，宝马也宣布下调在华
销售的汽车价格。3月16日，
宝马（中国）和
华晨宝马联合宣布，
即日起，
下调在中国销
售的汽车产品的厂家建议零售价，包括宝
马 在 华 生 产 的 国 产 车 型 ，BMW 3 系 、
BMW 5 系 、BMW X3 以 及 BMW X5、
BMW 7系等进口车型。其中降幅最大的
为BMW M760Li xDrive ，
降幅达6万元。
随后，捷豹路虎中国及奇瑞捷豹路
虎联合市场销售与服务机构跟进宣布，
提前下调在华销售的捷豹和路虎品牌全
系车型厂商建议零售价，即日生效。捷
豹品牌车型最高降幅4.2万元、路虎品牌

中国地区在售全部车型的厂商建议零售
价。其中，旗舰级豪华SUV XC90最高降
幅达到6万元。XC60则降价2.4万元。
3月19日，一汽-大众奥迪宣布，决定
自3月19日起，下调全系在售车型官方指
导价。一汽-大众奥迪方面表示，此次官
方指导价调整涵盖奥迪品牌全系在售车
型，最大降幅达5.5万元。根据国家相关
法规规定，产品终端零售价格由各一汽大众奥迪授权经销商制定。

吸引关注提升销量

继续大幅降价可能性小

价格，除增值税率下降使得车企成本有所
下降之外，车企更多的希望是借助价格下
降来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
提升销量。
有专家对此表示，由于汽车市场的持
续低迷，激烈的“价格战”下，部分品牌的
经销商终端零售价早已远低于厂商建议

价。因此，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带来的官
方指导价下降，恐怕不会对终端交易价产
生过大的影响。从全局来看，未来车市实
际的终端价格变化不会达到 3%的幅度，
甚
至部分终端车型价格在国六后还要涨价，
消费者对价格下降不应有太高的预期。

山西甘肃等地将推广甲醇汽车应用
本报讯（记者 任笑元）工信部、发
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公安部、生态环
境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3 月 19 日发
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应用的
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资源禀赋，宜醇则
醇，促进能源多元化。做好甲醇汽车应用
与煤炭等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统筹协调，
培育新动能。基本原则方面，将以企业主
体，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决定性作用，调动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强政策引导，完善配套服务体系，促进
甲醇汽车制造、销售与甲醇燃料生产、输
配、加注协同发展。
在鼓励甲醇汽车应用方面，
《意见》提
出，按照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安全可控的
原则，重点在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资

源禀赋条件较好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
验的地区，
加快 M100 甲醇汽车的应用。
同时，鼓励在有条件地区的公务、出
租、短途客运等领域使用甲醇汽车。鼓励
在有条件地区的市政车辆、专线物流运输
等领域使用甲醇商用车。
《意见》还要求，有关地区应积极为甲
醇汽车应用创造条件，给予符合中国第六
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甲醇汽车
排放限值要求的甲醇汽车购买、运行等应
用优惠政策。甲醇汽车制造企业应提供
完善的售后服务。
《意见》明确，严格执行甲醇汽车排放
标准。新生产轻型甲醇汽车按《轻型汽车
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
段）》
（GB18352.6-2016）中规定的方法
和限值进行型式检验（包括燃油蒸发和加
油排放），在相关排放标准出台前，甲醇、
甲醛排放限值暂分别按不大于 2.5mg/

km 控制。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生
产、销售、进口的轻型甲醇汽车均应符合
国六排放标准，甲醇、甲醛排放应分别达
到上述限值要求。
据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
输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将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指导甲
醇汽车应用。地方有关部门建立甲醇汽
车应用工作机制，
落实责任分工。
《意见》同时提出，充分发挥行业组
织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大力宣
传普及甲醇燃料及汽车知识，增强公众
对甲醇燃料安全性、环保性的认识，形
成甲醇汽车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
围。鼓励科研院校、相关企业积极开展
国际间合作。支持甲醇汽车制造企业
加快国际化进程，推动甲醇汽车国际市
场应用。

针对部分超市四舍五入少找零一
事，北青报记者咨询北京市炜衡律师事
务所周浩律师。周浩介绍，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
“ 消费者享
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
公平交易条件。”超市少找零的行为已
经违反公平交易的法律规定，应当补足
差价。
针对超市回应称可以积零换整，并且
以张贴告示形式告知消费者的行为，周浩
表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
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
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所以，超市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不找
零，否则，张贴告示或者通知的方式也是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文/本报记者 李涛 张月朦
实习生 王京平

波音 737MAX
“安全认证”
成疑

明显相似？

车型最高降幅8.5万元，涉及捷豹和路虎
品牌旗下全系车型，包括在华生产的国
产车型。
林肯中国也宣布下调全部在华销售
车型的厂商建议零售价，并于3月17日起
生效。其中新款林肯MKC售价下调至
27.98万元起，降幅达到1.9万元；而全新
林 肯 航 海 家 Nautilus 的 售 价 下 调 至
38.88万元起。
沃尔沃中国同样也在16日宣布下调

律师
超市少找零 或违反公平交易法

美国运输部正在调查失事客机安全认证程序是否合规

埃塞俄比亚政府 17 日说，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黑匣子”所含信息
显示，这起空难与不到 5 个月前印度尼西
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呈现“明显相似之
处”，且两架客机同为几近全新的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运输部和联邦
检察部门正在调查联邦航空局对波音
737 MAX 系列飞机安全性的检测和认
证程序。

解析

本报讯（记者 王荣辉）此次下调增
值税是近一年之内我国第二次对增值税做
出调整。2018 年 5 月，我国就将制造业等
行业增值税率由 17%下降至 16%。今年，
在车市遇冷的迹象下，我国对增值税再次
下调，各豪华车企纷纷第一时间宣布调整

19日下午，
北青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
咨询了北京几家超市，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超市分币找零基本是四舍五入。客服建
议消费者可以选择办理超市会员卡，购物
零头会直接存进卡里，
“ 办卡之后零头可
以放到零钱包里下次使用，这样你不会亏
也不会赚”
，
这位客服人员说。
不过记者走访发现，部分超市门店在
找零时并非严格按照四舍五入原则。19
日下午，北青报记者在一超市购买了6.26
元商品，付给收银员10元现金，收到找零
3.8元，这位收银员解释称，
“因为一分两
分的钱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就抹掉，直接
给您一角。
”
多个超市表示，并非不给顾客找零，
而是目前市场分币流通少，兑换困难。北
青报记者随机咨询了几家银行，有银行直
接表示目前没有分币无法兑换，还有银行
则表示可以兑换分币，但需要提前预约，
兑换量也无法保证。
一银行新街口支行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所有支行都可以办理货币兑换业
务，但是这些分币主要来自客户零换整，
所以每次能兑换多少并不确定，
19日当天
该支行只有两百元左右面额五分的分币
可以兑换。该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家支
行的分币都较为短缺。
另一银行呼家楼支行的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来银行兑换整币的客户很少，如
果确实客户有大额分币需要兑换，则需要
提前一个工作日预约或者拨打银行客服
电话查询，但对于最高能兑换多少分币，
银行也不能保证。

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长达格玛维特·莫
格斯说，送往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的
失事客机“黑匣子”
、即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和飞行数据记录器“修复状况良好，我们
得以导出几乎所有信息”
。
她说，所获信息显示，印尼狮航 JT
610 航班和埃塞航空 ET 302 航班所涉空
难呈现“明显相似之处”。莫格斯没有作
具体描述，只是说埃塞政府准备在一个月
内发布详细分析结果。空难后 30 天内发
布初步调查报告是国际惯例。
美国联邦航空局承认，卫星监测数据
显示两架客机坠毁前轨迹相似：客机起飞
不久，飞行高度急剧变化，本应爬升却突
然俯冲，飞行员报告操控困难、要求返航，
却无法阻止飞机坠毁。狮航客机坠入大
海，189 人丧生；埃塞航空客机坠入田野，
157 人遇难。
狮航空难调查没有结束，现有证据显
示失事可能关联迎角传感器故障和这一
机 型 特 有 的“ 机 动 特 性 增 强 系 统 ”
(MCAS)。这一系统在探测到上方气流与
机翼形成的迎角过大时自动触发，
“ 旋转
水平尾翼、使机头下压”，以避免飞机失
速。狮航飞行员多次试图手动拉升机头，
却没能阻止飞机俯冲。
MCAS 防失速系统由美国波音公司
开发，旨在适应 MAX 机型所用新型发
动机设计、减少失速风险。狮航方面说，
波音 MAX 系列机型操作手册没有对这
一系统的特性和可能产生的风险作充分
说明。

自产自验？
美国《华尔街日报》17 日报道，美国
运输部正在调查联邦航空局对波音 737
MAX 系列客机设计的安全认证程序是
否合规。报道说，运输部在去年 10 月 29
日狮航空难发生后启动调查，由运输部督
察长主持，针对联邦航空局在检验 MAX
系列客机 MCAS 系统安全性时是否应用
适当的设计标准和工程学分析。
另一方面，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大陪
审团 3 月 11 日向“至少一名”参与开发
MCAS 系统人员发出传票，要求对方本
月晚些时候提供资料。暂时不清楚传票
是否关联运输部调查。
埃塞空难发生后，媒体披露多名美国
民航飞行员曾经报告 MAX 机型 MCAS
系统导致操控困难。
波音公司客机制造厂设在华盛顿州

西雅图市附近。
《西雅图时报》17 日报道，
多名联邦航空局飞行安全专家以匿名为
条件披露，这一部门把 MAX 客机、包括
MCAS 系统的部分安全检验程序交由波
音工程师操作。
为减少开支，联邦航空局 2009 年起
把部分检验业务“指定授权”交由飞机
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承担。
按照那些专家的说法，波音交给联
邦航空局的 MCAS 系统安全性分析报
告中有“几处关键瑕疵”，对 MCAS 系统
的潜在风险“轻描淡写”。但后者没有
要求波音作进一步说明，而是依据标准
程序予以批准。
《西雅图时报》说，检验程序“匆忙”，
缘由是波音急于让 MAX 系列面市，与老
对手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推出的中程单通
道客机 A320 NEO 系列竞争。
波音没有立即回应这篇报道。联邦
航空局在给多家媒体发送的电子邮件
中声明，
“ 737 MAX 系列客机验证过程
遵循航空局的标准验证程序”，这套程
序“经严格制定，持续保障出产安全机
型设计”。

人机互搏？
埃塞空难发生后，全球 1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下令停飞或禁飞波音 737 MAX
系列飞机，
等待对安全性的确认。
美 国 方 面 起 初 坚 持 MAX 系 列“ 适
航”，后续发布停飞令。联邦航空局一向
被视为全球航空监管领域权威，这次反应
“迟钝”
，
备受质疑。
联邦航空局已向美国国会通报，波音
公司将升级 MCAS 系统软件，使系统能
同时参考 MAX 系列飞机所搭载两个迎
角传感器的数据作出反应；限制系统触发
后“水平尾翼的旋转幅度”；系统触发生效
仅限
“一轮”
，
而非重复多次。
据狮航空难初步调查，MCAS 系统
仅依据一个迎角传感器的错误数据即自
动触发；飞行员每次手动操作拉升机头
后，系统自动重置，导致重复“自动下压机
头”
，
使飞行员陷入
“人机互搏”
循环。
联邦航空局说，最迟 4 月发布涉及强
制 MCAS 软件升级的 MAX 系列客机适
航性指导意见。
《西雅图时报》报道，空难遇难者家属
可能发起诉讼，波音必须解释，这些修正
为什么没有在原始设计中体现？联邦航
空局同样需要为它“盖章”波音 MCAS 系
统安全性的做法辩护。
737 MAX 是波音公司最畅销机型
737 系列的最新一代产品，2017 年 5 月投
入商业运营，迄今交付大约 350 架，仍有
4000 多架等待交付。
文/据新华社

下载北京头条 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编辑/张雅娟 苏良 美编/邓宁 责校/熊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