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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广告

世说新语
Shi shuo xin yu

E

ETC优惠的政策善意
不能被“四舍五入”

E 笔锋所向

拍卖公告

受相关委托，本公司将于

2019年9月20日10∶00时在湖南省资

兴市东江迎宾路1号青岛啤酒(郴

州)有限公司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青岛啤酒(郴州)有限公司机

器设备残值一批 (详见拍卖清

单)，起拍价30万元(应包含拆除、

装卸等费用 )；竞买保证金40万

元、拍卖保证金10万元、拆除安全

保证金50万元。拍卖按设备实际

现状整体拍卖，不分拆，本次拍

卖采用有保留价的现场增价拍

卖方式，中标者所有保证金自动

转为该标的拆除安全保证金。竞

买未成交，拍卖会后5个工作日保

证金及时退还，不支付利息。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

即日起标的以现状进行展示、

接受咨询。有意竞买者须确保在

2019年9月19日16∶30前向指定账户

(户名：青岛啤酒(郴州)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鲤鱼江支行，账

号：592457354542)交纳保证金后，凭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须携带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公章)拆

除工程具有安装资质证书及保证

金银行进账单到青岛啤酒(郴州)

有限公司财务部办理报名竞买

手续。

三、报名时间及相关要求：

1、2019年9月11日8∶30至

2019年9月19日16∶30止。

2、竞买者请自备两寸彩色

登记照，办理竞买资格证。

3、竞买现场，每位竞买人

只可以带一人进入。

4、竞买未成交的，拍卖会后五

个工作日内保证金原路退还，不支

付利息。

5、拆除完成时间应注明，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越短越好。

四、报名地址：

湖南省资兴市东江迎宾路1

号青岛啤酒(郴州)有限公司财务部

咨询电话：19973522572

15869823399

拍卖公司联系人及电话：郭

颂 13156409408

监督电话：0735-3351618

3351203

山东拍卖总行

2019年9月11日

郑 学 兵 身 份 证 ( 号 码 ：

370322198806152519)丢失，声明作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对肥城市碧霞工贸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拟对持有的肥城市碧霞

工贸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到2019年9月6日，债权

总额249,669,552 . 34元，其中本金

162,113,895 . 30元，利息87,555,657 . 04

元(2019年9月6日之后产生的利息，

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

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债权情

况详见下表：

关于上述债权资产的具体担

保方式、诉讼、抵押及查封资产等

详细情况以及主从债务人情况，请

见 我 公 司 网 站 ( h t t p : / /

www.gwamcc.com)刊登的处置公告或

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拍卖、

要约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或其他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处置均可。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

期付款(分期付款需提供我分公司

认可的担保措施)

公告发布日期：2019年9月11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债

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

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商

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判断并自行

承担购买债权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公告有效期届满日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0531-82079766

传真：0531-82079799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七路168

号银河大厦

邮政编码：250001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

人：林女士

联系电话：0531-8207976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序号 借款人 担保人 本金 利息 所在地

1 肥城市碧霞工贸有限公司
肥城市碧霞工贸有限公司（抵押人），泰安国铭钢材有限公司、泰安市辉腾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张霞、张镇宇、
48,112,006 . 41 40,322,582 . 36 泰安

2 泰安广大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泰安市山口锻压有限公司、王玉庆、王焕珍 10,000,000 . 00 2,641,980 . 35 泰安

3 青岛利得华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昌隆伟业工贸有限公司（抵押人），邱永久 39,823,889 . 16 20,785,857 . 21 青岛

4 青岛海泰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青岛华外实业有限公司（抵押人），青岛荣盛达工贸有限公司、陈芸芳、王岳、王积武 24,000,000 . 00 12,640,656 . 10 青岛

5 山东蜀乐春酿酒有限公司 山东蜀乐春酿酒有限公司（抵押人），乐陵市东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李延青、马玉平 8,997,999 . 73 1,682,681 . 05 德州

6 邹平县金桥纸业有限公司 邹平县金桥纸业有限公司（抵押人），山东天地缘实业有限公司、张士学、张丽 9,500,000 . 00 7,405,442 . 39 滨州

7 山东珍贝瓷业有限公司 山东珍贝瓷业有限公司（抵押人），山东德克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郭春森 21,680,000 . 00 2,076,457 . 58 滨州

合计 162,113,895 . 30 87,555,657 . 04

单位:人民币元

为积极推动ETC安装使

用，为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创造条件，交通运输部今年

5月印发《关于大力推动高速

公路ETC发展应用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求自2019年7月1

日起，严格落实对ETC用户不

少于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

惠政策。但在江西，ETC用户

10元通行费打完九五折后又

被“四舍五入”成10元。国务院

第七督察组日前对这项惠民

政策进行了实地督察。

原本5%的ETC车辆通行

费优惠，经过收费站的“四舍

五入”，又基本回到了不打折

状态。这不仅消弭了国家鼓励

优先安装使用高速公路ETC

的政策善意，也损害了ETC用

户的合法权益，必须零容忍。

“四舍五入”是在交易用

现金结算时不能找零的情况

下，经交易双方同意后，相互

约定俗成的一种费用结算办

法。此种费用结算办法尽管要

求交易双方适当作出利益让

步，但在客观上便利了交易的

顺利进行，交易双方一般都你

情我愿。如果收费站在用户用

现金支付车辆通行费时，因无

法找零，经用户同意后，采用

“四舍五入”办法结算，也属正

常，且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ETC属于不停车电子收费系

统，即使小到一分一厘的费

用，都可从银行卡直接扣划，

根本不存在找零的情形。收费

站在完全没有现金结算找零

不便的困扰下，仍以找零不便

为幌子，用“四舍五入”的办法

结算车辆通行费，不仅有悖电

子交易的基本结算办法，也涉

嫌违法，是对ETC用户权益赤

裸裸的侵犯，说其是典型的霸

王行为，丝毫不为过。

我国《价格法》规定，经营

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

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的规定明码标价；经营者不

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也

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由于现行的ETC收费优

惠幅度都为5%，优惠金额要么

是整元，要么就是0 . 5元，一旦

采用“四舍五入”的结算办法，

收费站永远都是“包赚不赔”，

这对ETC用户来说，显然有失

公平。收费站这种利用“四舍五

入”结算办法来获取不当得利

的行为，已涉嫌侵犯ETC用户

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

依法对其当头棒喝。

推行车辆通行ETC电子

收费优惠政策的本意，是为了

提高车辆通行率，节约高速公

路收费成本，减轻ETC用户出

行负担，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善

政。少数收费站之所以用“四

舍五入”念起敛财的歪经，除

了监管乏力的因素外，在一定

程度上也与ETC用户懒得较

真的消极心态有关。故此，若

要让“四舍五入”不再消弭

ETC优惠政策善意，就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必须

坚持双向归因的治理思维，才

能寻求到善治的最大公约数。

一方面，监管职能部门要

及时祭出惩戒利剑，倒逼收费

站修改收费系统设置，取消

“四舍五入”惯例。

另一方面，ETC用户也应

少些“几个小钱不值得计较”

的想法，多些“锱铢必较、分毫

必争”的维权意识，主动对损

害自身合法权益的“四舍五

入”潜规则“用脚投票”。

如此双管齐下，ETC收费

中的“四舍五入”潜规则才能

无处遁形，国家对ETC应用安

装的优惠政策才能真正释放

出应有正能量。 (张智全)

序号 借款人 担保人 本金 利息 所在地

1 山东贝州集团有限公司 管书军（抵押人）、管红（抵押人） 544 . 00 104 . 97 德州

2 德州中远玻璃钢有限公司
孟庆军（抵押人），山东武豪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

钟连军、山东贝州集团机床设备有限公司
1,330 . 00 332 . 12 德州

3 武城县福乐棉纺织品有限公司
武城县福乐棉纺织品有限公司（抵押人），李玉振、

张桂兰
200 . 00 45 . 68 德州

4 德州威立雅玻璃钢有限公司 山东贝州集团机床设备有限公司 699 . 00 114 . 37 德州

合计 2,773 . 00 597 . 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拟对持有的山东贝州集

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进行处置，

截止到2019年9月6日，债权总额

3370 . 13万元，其中本金2773 . 00万

元，利息597 . 13万元(2019年9月6日

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不良贷

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

置范围内)，债权情况详见下表：

关于上述债权资产的具体担

保方式、诉讼、抵押及查封资产

等详细情况以及主从债务人情

况，请见我公司网站 ( h t t p : / /

www.gwamcc.com)刊登的处置公告

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

询。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拍

卖、要约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

或其他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处

置均可。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

期付款(分期付款需提供我分公司

认可的担保措施)

公告发布日期：2019年9月11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债

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

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

商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判断并

自行承担购买债权后可能存在的

风险。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公告有效期届满日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0531-82079766

传真：0531-82079799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七路168

号银河大厦

邮政编码：250001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

林女士

联系电话：0531-8207976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对山东贝州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处置公告

单位：人民币万元

汽车产业保持战略定力

需四方面发力

汽车产业正加快转型升

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

生变化。因此，中国汽车产业

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

开放，强化创新引领，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具体而言，今后应做好四

方面工作：稳中求进，优化产

业布局和结构，使产能利用率

保持在合理区间；夯实产业技

术基础，提升核心竞争力；加

快电动化、智能化发展，逐步

提升新能源汽车对传统燃料汽

车的市场优势，抓紧出台智能

汽车发展战略；推进高水平开

放合作，组建产业联盟和联合

体，加强多领域合作，提升产

业集中度和综合竞争力。

———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

司司长 卢卫生

对货币政策走向

要有理性预期

此次（9月16日）降准对

市场而言是一个明显利好，但

降准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转

向。对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走

向应有理性预期。

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应

兼顾内外、以我为主，在稳增

长、防风险、调结构等多重目

标中寻求平衡。货币政策仍需

兼顾风险防范和结构优化。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特聘研究员 董希淼

在微信群、朋友圈炫富的网友不

少，除了微商群体是“炫富重灾区”之

外，也有很多普通网友每天都在晒自己

在世界各地旅游、住高档酒店、吃豪华

大餐的照片、视频。每每看到这些，都

让我们心生羡慕嫉妒恨。

然而很多网友不知道的是，这些炫

富照片和视频也是有真有假。通过网络

平台，网友可以轻易地以几十元上百元

的低廉价格“私人定制”炫富照片和短

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欺骗朋友圈

的网友。

一些微商从业者“私人定制”这样

的短视频，主要是为了忽悠消费者，让

消费者认为他实力雄厚，值得信赖，或者

是通过做微商赚了大钱，过上了好日子，

以引诱更多网友成为他的下线，加盟他

的“微商事业”。普通网友花钱定制这样

的炫富照片、视频，有些纯粹是为了好

玩，博网友一笑，有些则完全是出于虚荣

心，让自己的微信好友围观自己事业的

成功，生活的富足。

然而，不管是微商还是普通网友，这

种花钱“私人定制”炫富照片和视频的

做法，都存在诸多弊端，不值得提倡。

从道德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弄

虚作假的做法。微商通过这种手段让别

人购买自己的商品，或者是诱使他人加

盟自己的微商事业，都可能给他人利益

带来损害。普通网友这么做也存在较大

的道德风险，势必戴上一个“爱慕虚

荣，不诚信”的帽子，同时也影响身边

的亲朋好友对当事人的评价。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同样存

在法律风险。“私人定制”的各种炫富

照片、视频，都是从网络上下载而来，

有些甚至就是影视剧中的片段，这就涉

及知识产权的问题，包括肖像权、隐私

权等。这种虚假的视频如果传播范围广

泛，传播者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此可见，这样的“私人定制”炫

富做法，需要承担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风

险，实在不值得倡导。 （天歌）

“定制炫富”面临

道德法律双风险

少数收费站

之所以用“四舍五

入”念起敛财的歪

经，除了监管乏力

的因素外，在一定

程度上也与ETC用

户懒得较真的消极

心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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