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6日讯 2011海南省国际
旅游岛全国推介会近日在长沙举行。

据悉，此次推介会在全国七大城市
同时启动，以打造国际旅游岛形象为宗
旨，以推广高品质、深度游的逍遥海南
游为重点。不仅解答了游客对海南旅游
的种种疑问， 更是掀起一阵“逍遥”狂
潮。 ■记者 吴林

海南岛掀起“逍遥”狂潮
本报9月6日讯 今日，湖南星沙农

村商业银行隆重开业。 该银行将以农
村、农业、农民及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
为主要市场客户，大力支持农村工商业
和中小企业经济发展。 未来三年计划
投放信贷资金100亿元， 其中支农贷款
年均增长比例在15％以上。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乔昱

星沙农村商业银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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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上午10时许， 记者来到长沙
家乐福超市芙蓉广场店， 发现水果、蔬
菜、水产品等区域，大多是以分作为最小
计价单位。譬如，榴莲7.99元/500g，生菜
3.48元/500g，活鲫鱼7.98元/500g。然而
挑好的商品拿到称重区却都不再显示分
币了。对此，称重员表示，分币已经直接
进行四舍五入了。

随后， 记者来到沃尔玛超市黄兴路
步行街店和旺和生鲜超市湘雅路店，发
现生鲜区商品和散装食品的价格也精确
到了分。 记者在沃尔玛超市买了一个水
晶嘎啦苹果，计价1.34元，结账时，收银员
实收1.3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在

付款时，如果价格上有分币，结账时超市
一律舍去总额的分币，让利给消费者。如
果消费者购买了多款商品， 电脑系统会
将分币累加起来，最后再舍去分币，让利
给消费者。

在旺和生鲜超市湘雅路店， 记者买
了一袋辣椒，标价5.6元/公斤，称重0.424
公斤，本应是2.37元的，但称重后，未显示
分币，直接跳为2.4元，不知不觉的被多收
了3分钱。旺和超市长沙湘雅路店店长黄
亮华表示， 分币在称秤的时候就直接四
舍五入了，所以结账价格都只显示角币。
很多消费者根本没机会发现价格有分币
的现象。

分币已“绝迹”，超市还在“分分”计较

中秋佳节到，苏宁“有礼”了经济信息

最近， 微博上流行一个段
子，1981年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
的225万元。虽然无法确定这个
段子的精确性，但物价飞涨、人

民币购买力缩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市面上，分币早已退出了消费者的视线，然而，记者走访长沙各大

超市发现，大多超市都还是以分作为最小计价单位，顾客付款出现分币
时，超市基本是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进行收取。

■见习记者 肖祖华

顾客告超市多收三分钱
今年年初， 付先生在合肥市的北京华联和平路店购买了一盒精品干辣椒， 标价是

3.07元，超市收取了他3.1元，多收了3分钱。消费者认为超市无权“四舍五入”收费，将超市
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返还3分钱。并承担诉讼费用。

4月19日上午，按照法律规定，开庭前，法官对该案进行了庭前调解。付先生的代理人
古先生表示不同意调解，表示调解达不到诉讼的目的，这不仅仅是3分钱的事。

古先生表示，就是想通过诉讼，让消费者注意到这一侵权行为，让超市以后不敢再继
续这一行为。

超市法务部主任和代理律师均表示，超市确实存在对分币“四舍五入”的收费法。最
终，超市方当庭退还付先生3分钱，承担了诉讼费，并全面修改了收银系统，所有购物的分
币不再收取，让消费者得利。

超市方在审理结束后表示，此次修改系统，所有分币价格不再收取，一年下来，超市
将损失几十万元。

案
例

购买力：1元钱只能买1支铅笔
既然各大超市还以“分”为最小货币单位，那一元钱到底还有多大购买力呢？
9月6日，记者走访各大市场发现，已经很难寻到1元商品了。记者在长沙市伍家岭南

一家粮油超市要求买1块钱的晚稻米，店主一脸惊奇地说，“晚稻米一斤都卖2.5元了！”然
后极不情愿地给记者称了4两大米。在一家猪肉摊位前，摊主干脆表示，1元钱猪肉不卖，
并随便在案板上捡了一块小肉丁说，“这都不止一块钱”。

在沃尔玛超市黄兴路步行街店，记者看到，1元钱能买到的单价商品有：1块海绵百
洁布、200只装小牙签、1支顽皮100可吸果冻、1支碎碎冰。 在新一佳开福店，1元能买到
的商品有：1个算术本、1支铅笔、1小盒订书针。在长沙市伍家岭一家杂货店，1元钱只能
买1个小汤勺或1个简易床头开关。 在伍家岭锦利连锁超市，1元钱只能买1个阿尔卑斯
棒棒糖。

我所受湖南省煤业集团白沙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白沙实业”）的委托，对湖南省
煤业集团白沙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沙建
材”）100%股权发布转让公告。
一、基本情况：

白沙建材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19 日， 位于
湖南省耒阳市灶市联平粟树村， 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620 万元，由白沙实业出资组建，白沙建材
已于 2010年 3月停产。公司经营范围：水泥及水
泥制品生产、销售。

以 2011年 5月 31 日为基准日，白沙建材经
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资产总计 1719.77 万元，
负债总计 1273.04 万元， 净资产 446.73 万元；根
据湖南里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湘程
评字（2011）第 01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白沙建材
经评估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资产总计 3003.37

万元， 负债总计 1273.33 万元,， 净资产 1730.04
万元。目前，白沙实业拟将所持白沙建材 100%股
权进行转让，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省国
资委批准。 评估报告结果已经省国资委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1730.05万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四、公告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7 日起至 2011 年
10月 10日 17:00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
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
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
登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
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9月 7日

湖南省煤业集团白沙建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公告

分币在市场上是否还可以流通？消
费者有分币可以如何处理？9月6日，记者
走访了各大银行。

工商银行及农业银行柜台工作人员
均表示，目前银行本身已没有分币，因此
已经不对外兑换。

建设银行前台工作人员表示， 别说

分币，连5角、1元的对外兑换都很少。
长沙银行总行柜台工作人员刘先生

告诉记者，分币已经不发行，银行对停止
发行的货币不对外兑换， 但是在市场上
还是可以流通，履行支付手段。消费者若
是有分币，可以到银行进行兑换，银行将
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进行兑换。

分币在消费者眼中早已消失了，为
什么超市还以分作为最小计价单位呢？

黄亮华表示， 超市对每件商品都有
利润比例，一般是5%或者8%，折合计算
后自然会出现分币。更重要的是，如果一
个商品的价格是5.99元， 显然要比6元更
具有价格优势。

新一佳相关负责人龚德股表示，以

分为计价单位的商品， 多以6、8、9结尾，
数字比较好听， 也是迎合了市民的喜好
习惯。

沃尔玛公司长沙事务高级经理刘石
炎进一步解释， 保留分币作为最小计价
单位， 是出于营业税的考虑，“第四版人
民币尚未禁止流通， 国家并没有废止分
币这一货币单位。”

【现场】“分币直接四舍五入”消费者难发觉

【释疑】 超市：以分计价是一种“生意经”

【银行】 大多已停止对外兑换分币

延
伸

苏宁电器欲借中秋佳节传达对消费
者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关注， 特携手各大
厂商斥巨资礼献星城。
5000万中秋消费券，全城免费送

此次中秋佳节， 湖南苏宁电器38家
门店致力于给全省消费者前所未有的惊
喜。即日起至9月8日，至湖南苏宁各门店
就可以免费申领一套价值600元的中秋
黄金周消费券。 凭此券可以享受在成交
价基础上之间的优惠， 同时还可以与其
他活动同时参加。
大单采集，500大全球家电品牌鼎力助阵

为庆祝中秋佳节的到来，全球500大
家电品牌， 一如既往与苏宁达成协议斥
巨资惠聚星城。彩电、冰箱8折起售，洗衣
机、空调8折起售，全品类折扣总动员，9
月9日至12日全省大惠四天。 此外，9月9
日16:00-22：00全省各门店中秋团购大
惠6小时。
中秋送礼，就到苏宁

中秋佳节，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究竟

送什么才能使对方称心如意呢？ 苏宁特
意为消费者量身打造四种送礼。一、长辈
礼： 在苏宁您可以选择最舒适的按摩类
电器，为老人送去健康；二、朋友礼：朋友
乔迁、新婚送什么最能够表达祝愿？苏宁
为您献上42寸的TCL液晶电视只需2999
元；三门容声冰箱只需1439元；三、爱人
礼： 您可以在苏宁挑选最实惠的剃须刀
或者最贴心的面膜送给TA。四、学生礼：
来苏宁您可以任意挑选3C类产品、 复读
机、MP3等等相关产品，送给刚刚上学的
学生。 相信这些礼物都会给对方最大的
惊喜！

相关链接：
苏宁携手四大银行倾力打造轻松消

费购物季 9月9日-10月9日， 在苏宁电
器各门店刷卡消费单件商品单笔满1500
元，均可享受在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
信银行、民生银行6期或12期分期付款0利
息、0首付、0手续费活动。

分币已经淡出人们视线，但超市里以分计价的情况仍很普遍。 见习记者 肖祖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