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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价之外加价销售
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业内专家认为，加价行为侵害了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必须引起重视，否则最终会殃及
所有的消费者。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春泉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
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经销商在公布零售价的
情况下价外再收费，侵犯了消费者公平交易
的权利。

上海市消保委汽车办负责人表示，在没有
明示的情况下加价且消费者无法进行选择，明
显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经销商不
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违
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3万元以下罚款。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文斌介
绍，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的警告和3万元以
下的罚款，相对于动辄加价几十万元，处罚力
度较轻，难以真正起到警示作用。经销商不开
票或者随意拆分开立其他名目类税票，有偷税
漏税的嫌疑。

业内人士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应督促经
销商对车辆、相关服务明码标价，并公开其中
包含的具体服务项目，杜绝“打闷包”的行为；
支持消费者对加价销售进行投诉，通过法律
途径进行维权。另外，消费者也应坚决对加
价行为说“不”，不盲目追风、跟风，理性消费，
从源头端掐断加价“黑手”。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几起消费者与
经销商因加价售车引起的纠纷中，法院支持
了消费者维权诉求。2016年北京百得利之星
汽车销售公司因加价14.5万元销售奔驰某高
档越野车，被消费者起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
决百得利公司返还消费者14.5万元。

据新华社

英
烈
档
案

麦
新
像
。

麦新：
《大刀进行曲》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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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新，原名孙培元，1914年12
月出生于上海，曾创作《大刀进行
曲》《九一八纪念歌》《牺牲已到最
后关头》《保卫马德里》《只怕不抵
抗》等著名作品。1947年6月6日，
麦新在执行任务途中遭匪徒袭击，
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
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82年
前，这首慷慨激昂、震撼人心的《大
刀进行曲》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它
的词曲作者就是麦新。

麦新爱好音乐，积极参加上海
抗日救亡团体“民众歌咏会”的演
唱活动和进步音乐组织。1936年
8月，麦新创作的处女作《九一八纪
念歌》经冼星海谱曲，很快传遍上
海。此后，他还创作了《牺牲已到
最后关头》《保卫马德里》《只怕不
抵抗》等著名作品。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
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
华战争。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
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
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
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
的侵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同时，驻守卢沟桥的国民党第29军
大刀队英勇杀敌的捷报不断传
来。麦新热血沸腾，彻夜不眠，于8
月8日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不
朽的时代战歌。这首时代战歌一
经诞生，就如疾风闪电，迅速传遍
了大江南北。

1937年9月，麦新参加中共上
海地下党组建的“战地服务队”，开
赴前线参加抗日。1938年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经
周恩来批准，麦新奔赴延安，任“鲁
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党支部书记。

1945年8月，麦新随大批干部
奔赴东北。1946年2月，调内蒙古
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开鲁县工作，
先后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参加
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和武装斗
争。1947年6月6日，麦新在执行
任务途中遭匪徒袭击，壮烈牺牲，
年仅33岁。 据新华社

4月22日，在斯里兰卡经商的四川绵阳
人谢先生告诉记者，他和不少川籍老乡已经
打算回国，暂时搁置在斯里兰卡的生意。

谢先生在斯里兰卡南部海滨旅游区
Mirissa开川菜馆，他说自己已经买好23
日回国的机票，准备闭店一个月。他回
忆，21日爆炸发生十多分钟后，周围的人
就得到了消息，“在看到领事馆的通知过
后，大家就没有出门了。”

谢先生介绍，在当地经商的四川人不
少，机场附近的尼甘布有一个最大的海鲜
综合市场，那个区域的四川餐厅就有三四
个。“从2009年开始到2015、2016年，是
中国游客来斯里兰卡旅游的高峰期，那个
时候政策也比较好，来做生意也很简单。”
谢先生介绍，他开餐厅的时候非常顺利，相
关证件和合同办好后，就能营业。

“来斯里兰卡做生意三年多了，一直
比较平静，生意也有淡季旺季，但这次绝对
是个冲击。”谢先生表示，可以预见接下来
几个月惨淡的行情，他打算闭店一个月。
和谢先生一起在当地做生意的一位德阳
人，21日已经乘机回国。

“本来有个旅游团按行程中午来店里
吃饭，都不来了，好多旅行团计划也改变，
都直接从景点去机场回国。”谢先生称，他在
当地时间21日晚上7点买好机票后，22日
就发现机票已经很难买了，连转机的机票
价格也比平时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里兰卡总统媒体办公室22日发
表声明说，斯里兰卡将从当地时
间23日0时起进入“有条件的
全国紧急状态”。斯警方当日宣

布，将于当地时间22日20时至23日凌
晨4时在科伦坡继续实施宵禁。

声明说，为悼念连环爆炸的遇难
者，宣布4月23日为全国哀悼日。但声
明没有提到此次全国紧急状态将于何
时结束。

斯警方22日早间确认，已有290
人在连环爆炸中身亡，超过500人受
伤。斯旅游发展局在声明中说，爆炸受
害者包括30余名外国公民。据中国驻
斯里兰卡大使馆22日提供的最新消
息，中国公民确认死亡人数从此前的2
人修正为1人，还有5名中国公民失联，
5名中国公民受伤。

斯警方说，已经逮捕24名爆炸案
嫌疑人。

机场附近发现炸弹

当地时间21日，斯里兰卡接连发生
8起爆炸，地点包括首都科伦坡等地的4
家酒店、3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据当
地媒体报道，斯拆弹部队22日下午在科
伦坡圣安东尼教堂附近拆弹时又引发
一起爆炸，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斯里兰卡军方22日说，首都科伦坡
的国际机场附近发现一枚炸弹。

军方发言人吉汉·塞纳维拉特纳
说，军方21日晚在科伦坡机场附近发现
一枚自制爆炸物，继而由拆弹人员安全
引爆。

按照塞纳维拉特纳的说法，一旦这
枚炸弹爆炸，破坏半径可达400米。

首都继续实施宵禁

爆炸确认死亡人数22日大幅攀升，
从207人升至290人，伤员人数从470
人升至超过500人。

斯里兰卡外交部说，至少37名外国
人已经确认死亡，9名外国人失联，25具
有待确认身份的遗体据信是外国人。

全国范围宵禁21日晚开始，22日
清晨解除，但政府下令在科伦坡继续宵
禁，从当地时间 20 时至 23 日凌晨 4
时。另外，全国22日和23日放假。

美国国务院21日更新旅行提示，警
告“恐怖分子”仍可能继续在斯里兰卡
发动袭击，可能的地点包括旅游点、交
通枢纽、商场、酒店、宗教场所、机场以
及其他公共场所。

安全防范有漏洞？

警方22日说，已经逮捕24名嫌疑
人，都是斯里兰卡籍。不过，至今没有
组织宣称发动这一系列袭击。

参与调查系列爆炸的法医部门高
级官员阿里亚南达·维里安加说，针对
酒店和教堂的6起袭击分别由7名自杀
式爆炸袭击者发动，其中科伦坡香格里
拉酒店遭两人袭击。

法新社援引先前所获文件报道，斯
里兰卡警察总监普朱特·贾亚孙达拉11
日通知多名高级官员，“外国情报机构
警告，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正打算在科
伦坡针对教堂和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
专员办事处发动自杀式袭击”。

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是斯里兰卡
的宗教极端组织，所属成员去年毁坏多
座佛教雕像。

斯里兰卡电信部长哈林·费尔南多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一些情报官
员事先知道”可能发生袭击，却没有及
时采取行动。按照费尔南多的说法，他
的父亲听说过可能发生袭击，继而提醒
他不要去人多的教堂。

警方发言人鲁万·古纳塞克拉说，
就这类报道，警方将作调查。 据新华社

斯

明码标价77万多元的车辆，提车则需另外加价30万元，不加价买不到车……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汽车4S店发现，部分高档车型加价销售成为市场
“潜规则”。加价销售合规、合法吗？加收的钱进了谁的口袋？

4 月 22日，斯里兰卡官方确
认，爆炸全部由自杀式袭击者实施。

斯里兰卡卫生部长称，斯里兰
卡连环爆炸事件是由极端组织
NTJ策划。据悉，NTJ是斯里兰卡
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此前没有大规
模致命袭击的历史，去年因其成员
毁坏多座佛教雕像而引起关注。

新西兰枪击案刚刚过去一个
月，斯里兰卡又遭遇大规模连环爆
炸案，这其中是否有联系？恐怖分
子是否随机作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阮宗泽在接受华西都市、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时表示，斯里兰卡发生连
环爆炸是经过精心策划、有组织选择

性的，恐怖分子不是随机选择作案
地点。不过，还不能断定与一个月
前的新西兰枪击案有必然的联系，
要等到政府调查报告出来才知道。

关于作案者的动机和意图，阮
宗泽表示，“作案者选在复活节这
天发动袭击肯定是有意图的：一方
面民众在节假日放松了警惕；一方
面可能也与宗教等原因有关。”

面对当前全球多发的恐怖袭
击，严峻的安全局势形势以及不断
加剧的宗教冲突，阮宗泽认为只有
加强全球通力合作才能缓解、遏制
恐怖活动的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宁宁 燕磊

斯里兰卡遭遇连环爆炸后续报道

斯里兰卡政府确认：
爆炸全部由自杀式袭击者实施

连环爆炸死亡人数
升至290人
警方逮捕24名嫌疑人

明码标价之外
公然标注加价20.8万

上海吴先生近期买了两辆丰田
某款热销高档车，在77万多元的车价
之外，他每辆车又加价18万元左右。

“高档热销车加价是市场‘潜规则’。”
吴先生说。

河南洛阳的田先生最近也有类
似遭遇。“买了一款某日系LX570（5
座版）汽车，原价141.7万元，加价30
万元。去了好几家经销商，都需要加
价，不加价就提不到车。”田先生说。

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几家经销
商，咨询丰田某款热销车的报价。一
家位于闵行区的销售商给记者提供
了报价单，报价单上“车价”一栏显示
售价77.4万元，另外还有“加价”一栏
标写着“20.8万”。在另一家经销商给
的报价单上，“原车价”一栏写着

“77.4”，优 惠 后 车 价 写 着“77.4 +
28.5”。销售人员说，28.5 万元是加
价。

记者又咨询了另外几家经销商，
该款车型加价的幅度在25万元至35
万元不等。记者询问上海闵行区一

位丰田店销售人员，如果等的时间长
一点是不是可以不加价，该销售人员
表示“都是要加价的”。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明码标
价之外加价才能提车，已经成为部分
高端车型销售的“潜规则”。比如，部
分地区奔驰某款高档越野车提车需
加价50万元左右。

加价不开发票
开发票就要承担税点

2017年 7月起实施的新汽车销
售管理办法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
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
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
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
或收取额外费用。

业内人士介绍，事实上，经销商
也知道加价销售属于不正当行为，因
此，多数在销售汽车时，不会让“加
价”字样明确出现在相关销售协议、
票据中。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经销商加价
不给消费者开具发票。河南田先生
说：“分两次交了共计170多万元，但

只拿到了一张141.7万元的发票，加
价的钱不给开发票。”河南一位购买
了某日系LX570型车的董先生也向
记者证实，购车加了钱，但是经销商
只开了车价部分的发票，加价部分并
没有在发票上显示。

有的经销商表示，如果加价部分
要发票，需要另外交钱补税点。上海
闵行区一丰田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加
价部分如果开发票，需要承担13%的
税点。记者统计多家经销商报价发
现，所加税点从13%至17%不等。加
价部分发票可以开在车价上，这样，
意味着消费者要多交购置税。如果
加价部分另开发票，发票的项目只能
开服务费、装潢费、维修费、配件等。

加价的钱进了谁的口袋？多位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部分收入主要
还是进了经销商的口袋。多款加价
销售的车型都是市场中的“紧俏货”，
经销商拿货后，自然会抬高价格。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
新光表示，汽车经销商在某种程度上
形成价格同盟，消费者在购车时处于
弱势，这是导致出现经销商加价销售
现象的原因之一。

提车要加价
高档汽车销售再曝“潜规则”

菲律宾6.1级地震
5人死亡多人受伤

菲律宾北部三描礼士省22日
下午发生6.1级地震，截至目前已
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多个城市
有建筑物受损。

距离地震发生地三描礼士省
不远的邦板牙省省长莉莉娅·皮内
达说，该省波拉克市的一座4层楼
房在地震中倾塌，造成3人死亡、多
人受伤，还有数人被埋。该省卢巴
奥市一混凝土墙发生倒塌，致2人
死亡。

在震中三描礼士省、周边省份
以及首都马尼拉市，一些在建楼宇
墙壁出现裂缝，还有一些建筑物因
地震晃动出现不同程度的倾斜。
地震还造成菲北部一些城市电力
供应中断。

位于邦板牙省的菲律宾主要
航空枢纽之一克拉克国际机场因
地震受损，多架航班已取消。菲交
通部表示，机场暂停运营一天。

据新华社

日本众院补选
自民党一日两败
日本众议院大阪12区和冲绳

3区两场补选21日完成投票和计
票，自民党推举的候选人落败。日
本媒体报道，这两场选举是今年夏
天参议院选举的前哨战，执政党失
利将加大首相安倍晋三所领导政
府的危机感。

共同社报道，安倍2012年再次
出任日本首相以来，自民党除在
2016年众议院京都3区补选中没有
推举候选人、不战而败以外，在众参
两院补选中从来没有过败绩。然
而，自民党21日在大阪12区和冲绳
3区丢掉两个众议院席位。

大阪12区因自民党籍前环境
副大臣北川知克去世而举行补选，
32岁的自民党新人北川晋平参与角
逐，败给日本维新会新人藤田文武。

冲绳3区因玉城丹尼转任冲绳
县知事而补选。无党派新人屋良
朝博获得在野党支持，击败自民党
新人岛尻安伊子。

在野党认为自民党败北凸显
安倍政府傲慢的后果，在野党将在
后续选举中加大攻势。 据新华社

斯里兰卡绵阳商人谢先生：

买好机票准备回国

连线连线

◀ 4 月 22
日，在斯里
兰卡尼甘
布，遇难者
亲属悲痛
不已。
新华社发

4月22日，军警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医院门口加强戒备。 新华社发

美国更新旅行提示，警示“恐怖分子”仍可能在斯里兰卡发动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