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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助手

从“基本靠走”到自驾出行

40多年前的内蒙古，大多数人出行“基
本靠走”。

提起改革开放之前的“行路难”，乌兰察
布市卓资县巴音锡勒镇的王芬白老人打开了
话匣子。上世纪70年代末，她的丈夫在巴音
村小学教书。“我和孩子们住在大海沟村，每
到礼拜五，我就带着孩子们走路去看他们的
爸爸，30多里路，一走就是半天，礼拜日再回
来。”王芬白对记者说，“那时候孩子们才十
来岁，也就只能跟着大人步行，累了就坐在路
边的石头上歇一歇。有时候下雨发山洪，就
会被截住，连家都回不了。”

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许多人的梦
想，但是当时的自行车价格和人们的收入相
比，相当昂贵，而且购买时不光要钱，还要自
行车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梦想很难
实现。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渐渐普及
起来。1978年出生在赤峰的哈达，上初一
时就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爸
爸骑过的旧的二八自行车。从此，哈达再也
不用走路上学了。

“那时候的小孩儿多数都早早地学会了骑自行
车，学的时候第一步是学‘站车’，左脚站在自行车左
边踏板上，右脚在地上使劲往后一蹬，靠着惯性，车
子会往前滑一段距离。然后学‘掏腿’，因为身高不
够，脚踏板踩不了整圈，就半圈半圈往前蹬。骑熟练
之后终于可以上车了，但是腿不够长够不着踏板，不
能坐在车座上，只能跨过横梁站在踏板上。这些动
作看上去都特别滑稽，不过那时候我们那帮小孩儿
乐此不疲，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童年记忆。”哈达说。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座驾”也在不断升
级。

时针指向 90年代，摩托车逐渐成为人们的新
宠。呼和浩特市90后姑娘李晓红仍对第一次坐摩托
车的经历记忆犹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我爸爸的同
学来我家做客，他骑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特别帅气，
那天下午我想让叔叔骑着摩托车送我去上学，我磨磨
蹭蹭半天不出门，叔叔看出了我的小心思，于是送我
去学校。到了校门口我下摩托车的时候，好多同学回
过头来看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可神气了。”李晓红笑着
道。

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开始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
进入21世纪，私家车慢慢开进寻常百姓家。2006
年，哈达工作后的第二年，他上驾校学了车考取了驾
照，2007年就买了第一辆车哈飞路宝。“我当时买车
花了三万六，也算挺贵的了，要知道我当时买了个
100多平的房子才花了13万元。”哈达介绍，2012年，
为了接送孩子方便，他家又买了第二辆车，夫妻两人
各开一辆。

如今，城市交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平均
每个家庭拥有一辆私家车，甚至像哈达一样拥有两辆或
三辆车的家庭也不在少数，私家车已经成为大家工作和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据内蒙古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区私人轿车保有量277.0万辆，
增长10.3%；其中，当年新注册轿车27.6万辆，增长
5.3%。

“自从家里买了车以后，周末和节假日我们经常
带着孩子自驾游，感觉特别棒。”呼和浩特市民王倩
说。

从“三蹦子”到“打飞的”

“三轮，走不走？”在内蒙古没有大规模推广公交
车和出租车的时候，被称为“三蹦子”的机动三轮车
满街跑，因其灵活方便，成为不少人短途出行的选
择。

“坐三蹦子感觉像真的在蹦一样，一颠一颠的，
而且噪音特别大。”李晓红提起三蹦子一脸“嫌弃”的
表情。“过来人”都知道，“三蹦子”的座位安装在用铁
皮围成的简易车厢里，一车可以容纳3个人，车厢前
面的两个挂钩，夏天挂着帆布或油布材质的防雨门
帘，冬季改挂棉门帘挡风避寒，有的还在车厢里焊个
火炉，燃烧蜂窝煤取暖，烟囱伸出车顶，冒着呛鼻的
煤烟。“它解决的是人们常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李晓红说。

随着公交线路和规模日益扩充，城市交通的“最
后一公里”越来越短。到1993年底，呼和浩特市公
交线路达到25条，车辆213台，线路总长度407.2公
里，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已经大大增加了。发展至
今，公交车的覆盖率之高前所未有。不仅普通的城
市公交线路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青城一号”这样
的免费公交线路，“学生公交”之类的专用公交线路，
还有“铛铛车”这样的旅游公交等多种形态，甚至出
现了“众筹公交”等新鲜事物。智能化的终端服务，
不仅方便人们进行公交线路和乘车方式查询，而且

可以动态呈现车辆实时位置，让你“明明白白”等车。
与“三蹦子”逐渐被人冷落相比，出门“打的”已

成家常便饭。在呼和浩特市开了30年出租车的齐
师傅告诉记者，最早的出租车都是拉达等老旧品牌，
后来才变成大家熟悉的夏利、捷达、桑塔纳等车型，
再后来，众多国产汽车品牌也加入到出租车大军当
中，出租车保有量也从几十辆、几百辆，达到6500多
辆。

“现在虽然票价有所上涨，但是一到交通高峰期还
是打不上车，人多车多的繁华商业路段，经常出现几拨
人抢一辆车的情形。”赤峰市民卓铮对记者说，各类网约
车成为不少人打车出行的重要选项，“拿起手机就能叫
车，价格跟出租车差不多，经常还有平台搞补贴返利，对
人们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和短途出行相比，长途出行更是天翻地覆。
截至 2017年底，全区开通客运班线 5204条，客运
班线平均日发 1.4 万次。全区嘎查村通班车率达
到 99.37%，较 2012 年末提高 3.5 个百分点。长途
客车不断升级换代，越来越讲求“舒适度”。与此
同时，火车的“配置”也在持续升级，草原动车已
经开行，高铁线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一年
一度的春运大军从一票难求到“互联网+”出行，
手机随时随地就可以买票……

“这些年的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火车的速
度就可以感受得到社会发展的速度！”面对记者，通
辽市科尔沁区居民巴特尔说，现在坐飞机也不再是
稀罕事儿了，“我好几次去呼市都坐了飞机，儿子在
外地上学，我们两口子去看他的时候也都是他从网
上给买的打折机票，挺划算的！

”从“比排量”到“秀绿色”

“这些年，人们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越来越理
性，不再盲目‘砸钱’了。就拿买车来说，更多地考虑
实用性，低油耗的车型特别受欢迎。”呼和浩特市汽
车销售经理高玉峰介绍，他们品牌的各类车型中，主
打省油耐用的车越来越抢手。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进步，人们的腰包
一天天鼓起来，对“座驾”的要求也在提高，许多人已
经不再满足于“有车”，开始追求“好车”，“攀比”排
量、PK轴距，追求大空间、高配置。然而，日益紧逼
的环境压力，使大家逐渐意识到节能环保的重要性。

“第一次听说‘无车日’的活动时，我很不理解：
车买来不就是为了开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居民赵
刚告诉记者，后来自己在朋友的带动下参加了几次
环保志愿者活动，“开始认识到汽车尾气造成的环境
压力比想象中的要大很多，开车的时候踩油门儿就
没有以前那么紧了，平时上下班能和同事拼车就尽
量拼车，出门逛街能不开就不开了。”

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张胜也对此深有感
触。“现在动不动就说雾霾问题，跟车辆急剧增长有直
接关系。”他说，前些年换了几次车，排量越换越大、配
置越换越高，现在出门反倒很少开车，“我媳妇整天给
我‘上环保课’，动员我绿色出行，现在公交车也方便，
我上下班都改坐公交了。”

据了解，内蒙古近年来扎实推进“公交优先”战
略，全区拥有公共汽车1.12万辆，公共交通运营线路
1218条，市民出行更加便捷。网约出租车等新业态
快速发展，出租汽车客运量年均增长率达5%。

随着绿色出行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自行车重新成
为人们的宠儿。家有两辆车的哈达告诉记者，现在他
上下班经常骑自行车，“既节能环保，又锻炼身体，我
们有不少同事都加入到骑行队伍了，周六日经常约起
来，到郊区骑游呢！”

纯粹消费

□马海燕

笔者5月25日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吹风会上获悉，2017年，中国人均奶类
消费量36.9公斤，平均每天100克，远未达到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300克标准，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中国奶
业仍然面临着产品供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竞争力
不强、消费培育不足等突出问题。目前，中国牛奶
的消费水平还不高，奶业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奶类和乳制
品产量分别达到3655万吨和2935万吨，总体
规模仅次于印度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全国
规模以上乳品加工企业610家，奶业20强企
业市场销售额超过55%。

据悉，中国奶牛养殖以舍饲为主，比新西
兰、澳大利亚的放牧式生产成本高80%左右，
比欧美的半舍饲式生产成本高40%左右。

此外，中国乳制品关税低，约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五分之一，导致乳制品进口量激增，从
2008 年的 38.7 万吨增至 2017 年的 247.1 万
吨，中国乳制品新增消费的80%被进口所占。

5月 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加快推进奶业振兴和保障乳品质量安全
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引进和繁育良种奶牛，建
设国家核心育种场，建设优质奶源基地；强化
乳品质量安全监管，修订提高生鲜乳、灭菌乳
等国家标准，建设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力争
三年内显著提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
竞争力和美誉度。

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
日均100g

□吴涛

外卖行业中被多次诟病的买家信息“裸
奔”现象将成历史。

5月 23日，美团外卖“号码保护”功能升
级，预计“号码保护”功能6月将覆盖全国绝大
多数商家。

据了解，所谓的“号码保护”指，用户开启
后将对商家和骑手隐藏用户真实电话号码，保
护个人隐私。

饿了么也宣布，最快6月起，将对每一笔
订单的买家姓名、手机号等信息都作自动屏蔽
处理，用户无需再手动勾选“匿名购买”。

美团外卖称，随着“号码保护”功能的优化
升级和大范围推广，将会给用户带来更全面的
保护，让用户获得安全放心的体验。用户进入
订单页面后，在订单详情下方可以看到号码保
护相关功能，骑手、商家均无法获知用户的真
实电话号码，相当于为用户构建了一道“安全
隔离墙”。

饿了么表示，今后，骑手和商家都将只能
通过虚拟电话号码和APP内置聊天工具联系
用户，订单完成后，虚拟号码和聊天页面永久
失效，骑手和商家端保存的用户地址信息也将
被隐藏。该产品上线后，预计每天有近2000
万用户的隐私安全得到全面保障，彻底杜绝恶
意来电骚扰和信息泄露等风险。

另外，2018年初，蜂鸟配送App还加入
人脸识别功能，在每天打开App开始接单前，
骑手都需要刷一次脸，只有系统判定其脸部特
征跟提交审核的身份证头像一致才可接单。

买家信息不再“裸奔”

□段郴群

进口汽车关税下调终于尘埃落定。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5月22日印发公告，经国务
院批准，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
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税率降至
15%，将汽车零部件税率降至6%。

有分析认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将使进口
车价格下调，一台50万元进口车关税方面就
可便宜5万元，而在我国现行税制下，消费者
实际购买的整车价格或不止降低了5万元，消
费者将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消费者购车更实惠
调整关税到底对消费者有多大的实惠。目

前，一辆进口汽车进入中国需要缴纳关税、消费
税、增值税，在我国进口汽车关税中，排量在4
升以下（含4升）车型的税率为25%，需交纳的
关税数额为：报关价×关税税率。以一辆报关
价为50万元的3.0L排量进口汽车为例，现在需
要缴纳关税为12.5万元；7月1日后关税下调至
15%，该车型需要交纳关税则下降为7.5万元，
这款车型的进口关税有5万元的差价。但由于
进口汽车的完税总价包括汽车的报关价和关税
外，还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而消费税和增值税
的计算都是以“报关价+关税”为基础的，因此
消费者实际购买的价格会更实惠。

平行进口车维修更便捷
此次调整中包括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

8%、10%、15%、20%、25%的共79个税号的税
率降至6%，国内某合资品牌4S店负责人昨日
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表示，在税率下调后，部
分进口零部件的价格必然下调，将带来实惠。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平行进口车的
售后维护保养多与一些国内4S店进行合作，
在进口零部件价格随着关税下调而下调后，更
多的平行进口车车主或选择一些城市快修店
进行维修，因为4S店的进口零配件的价格往
往要比快修店更高，进口车的维修保养未来有
望变得更便捷。

排量越大关税对车价影响越小
有业内资深人士表示，由于进口汽车根据

排量不同要缴纳不等的消费税，排量在4L以
上的进口车，其消费税率达到了40%。因此，
排量越大，关税对于车价的影响越小，而排量
越小，关税对车价的影响比较大。业内表示，
关税下调后，消费者购买排量在4升以下（含4
升）的进口车，可以享受到关税下降所带来的
实惠，因此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进口汽车时，要
注意车的排量。

７月起汽车整车进口
税率将降至15%

□倪弋

2016年 2月至4月，未成年女生小雅（化
名）因迷恋上某直播平台，3个月内“打赏”某
主播65万余元，其母刘女士遂以女儿名义起
诉该直播平台要求退还“打赏”金额。2017年
9月一审法院判其败诉并认为：虽然刘女士称
小雅在直播平台的注册账号是小雅以刘女士
的名义开设，并通过刘女士名下微信、支付宝
私自消费，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小雅是
在刘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登录并“打赏”。

一边是吸引人的网络付费内容和便捷的支付
手段，一边是自控力和认知能力欠缺的未成年人，
近年来类似纠纷时有发生。未成年人的“打赏”行
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此类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
该如何处理？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应如何规范？

“如何确定‘打赏’是未成年人的行为还是
家长的行为？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的难
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姚
佳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辅助认定：第一是
手机的归属；第二是注册的信息；第三是直播
有登录IP地点的显示；第四是手机的型号；第
五是登录持续时间、是否多次“打赏”等。“如果
有充分证据确认‘打赏’是未成年人行为，就可
以适用民法总则中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行为的
相关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行为进行追认或撤
销等方式来解决此类纠纷。”

未成年人偷用父母账号消费的案例一旦
出现，社会舆论往往最先关注的是未成年人不
理性消费的行为和大额财产的损失。有专家
认为，父母平时疏于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教
育，以及父母对支付宝、网银账户及支付密码
的保管不利，是造成未成年人非理性网络消费
发生的直接原因，且容易被人忽略。“监护责任
是父母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法定责任，父母是避
免未成年人非理性网络消费的第一责任人。
父母在尊重未成年人隐私权、适度自主权的前
提下，应教会他们防范互联网风险，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念，规避子女对电子支付工具的不合
理使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表示。

“当然，仅靠监护人不足以完全遏制未成人
的非理性消费，平台方和主播也应该共同努力，
给未成年人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北京清
律律师事务所主任熊定中认为，平台方应提高主
播的准入门槛，同时加强对主播的正向引导和直
播内容的审核力度，发现违规内容和诱导未成年
人“打赏”时绝不姑息；另一方面，平台方应采取
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的不理性“打赏”。

孩子网络消费该咋管?

健康生活

上世纪70年代，能买到
一辆自行车是一种荣耀。

上世纪80年代的公交车。

上世纪 90 年代，回家过
年的人们挤进绿皮火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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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院秀琴

“改革开放前，自行车的脚踏板，
踩不出故乡的月影；改革开放后，高
铁的风驰电掣，坐地日行八千里程。”
这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出行
方式变化的生动概括。

走过40年，内蒙古人经历了马
车的颠簸、自行车的轻便、摩托车的
拉风，如今不少家庭甚至拥有两三辆
私家车，公共交通体系也越来越完
善，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出行
方式的变迁，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美好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