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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退票有多难？

——临时有事？“明明白白”退不了。
记者近日通过某 App购买两张电影

票，随后申请退票被拒，拒绝理由为“已告
知不可退”。经过仔细查看，原来在付款页
面有“退改签通知”，提醒不支持退票、不支
持改签，提醒字体为浅灰色，不仔细看很难
发现。记者调查了解到，无法退改签、缺乏
事前提醒或提醒信息不醒目等情况在线
上、线下影片销售平台并不鲜见。

——影院过错？“按规定”也退不了。
北京消费者王先生近日在上地五彩城

CGV 影城观影。晚上 8：30，电影开始放
映。而当电影放映一半时，画面突然卡停、
黑屏。随后，观众得知因机器烧坏，电影无
法继续播放。影院称，“票不能退，按照规
定，每人可免费再看一场，但为表歉意，现
场观众每人可看两场。”

几番沟通，该影院负责人表示，票根后
面的规定写得很清楚：“如电影因故停映，
该场次观众凭票根可转签一周内任意时段
同类型影厅观影一次。”一旦购买、持有或
使用影票皆被认为接受条款。而王先生
说，自己为了看这场电影，推掉了其他安
排，现在票都不能退。最终王先生也没能
退掉电影票。

——要退票，上法院？

一位调解过退票纠纷的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影
院因设备故障未能成功放映电影，构成单
方违约，应该满足消费者退款的合理要
求。而记者注意到，如果没有监管部门介
入，消费者与影院自主沟通难以达到退票
目的。

2018年，四川省消费者委员会公布的
消费维权案例中，有一些电影放映故障后
经有关部门调解退赔的案例。而广州市民
朱先生因影院未能成功放映电影且不退
票，将影院告上法庭，最终胜诉并获赔电影
票价款和交通费共48元。“退一张几十块钱
的票要找政府监管部门、甚至上法院起诉
才解决，这样的维权成本显然太高，也影响
了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北京君合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永强说。

影响票房所以退不了？
记者将退票难的情况向中国电影发行

放映协会反映，负责影片放映故障处理的
马姓负责人称，目前对于因影片质量问题

而要求的退票情形，国家尚未出台具体规
定，行业协会也没有退费补偿措施。“票根
上的规定多为影院自行规定，如果不满意
可继续向中国消费者协会反映情况。”

上述涉事的一家影城负责人则解释
说：“影片已开播后，即便放映故障也不可
退票，消费者购票钱均已向相关部门交税，
如退票，会出现偷税漏税的问题，相关部门
不允许。”

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北京一律师事
务所律师周兆成认为，影院向消费者退费
后，如已经缴纳相应税费，影院仍可以向税
务部门办理退税手续。

一些影院负责人坦言，如果大家都随
意退票，那不仅会降低电影的票房，还会
影响影院其他电影的排片，从而直接影响
到影院的收入。业内人士透露，出现放映
故障后，许多消费者不仅仅提出退票，还
会借此提出停车费、打车费、时间成本等
一系列补偿要求，因此一般不做退票或者
赔偿处理。

对此，北京君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芦云

认为，退票就是解除合同，影院单方面任意
限制消费者退票权，不具备合法性。“影院
方如因放映事故构成合同违约并对消费者
造成其他损失的，还应向消费者赔偿，但这
些内容在票根背后的承诺上并没有体现。”

退不了的电影票该怎么“改”？
2018年 9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发布了《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
知》，要求各院线、影院投资公司、影院在与
第三方购票平台签订电影票代售协议时，
要明确“退改签”规定。但记者注意到，该
通知给予各影院自主裁定权，要求满足消
费者知情权，而对退票具体情形未做统一
规定。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 5月 15 日通报
了深圳市《电影票退改签标准》，该市首批
有20家影院代表签署了自律规范承诺书，
表示将落实该标准。该标准根据消费者

“退改签”时距离电影放映的时间，实行“阶
梯式”退费：24小时以上免收“退改签”手
续费，2至 24小时收取不高于票价 10％的
手续费……

深圳市消委会副总监熊汉东说，影院
方主要担心恶意刷片，增加人工成本，影响
二次销售。出台此标准的目的是积极保护
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改变一经售出概
不改签的“霸王”现象，进而建立标准，规范
行业；标准采用阶梯式，既便于影院灵活操
作又保护了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建议，考虑到订票的特殊性和
影院整体的运营秩序，行业协会可参照
火车票“退改签”规定，制定一个根据时
间段的退票规则，依据退票时间收取比
例不等的退费手续费，兼顾行业和消费者
的利益。同时，行业协会要明确电影票“退
改签”规定，防范误导消费者或实施不正当
竞争。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退张电影票有多难？
——聚焦电影票退改签“霸王条款”

新华社记者 关桂峰 冯松龄 初杭

我国可再生能源
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新华社深圳6月11日电（记者 陈宇轩 刘羊旸）记者从11

日在深圳举办的第四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上获悉，我国
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到1.87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6.7％。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在致辞时透露了上述数据。李
冶表示，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1.87万亿千瓦时的基础上，如
果把核电也计算在内，那么全部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就超过
了2.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超过了30％。

此外，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8年
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 7.28亿千瓦，约占全部电
力装机容量的38.3％。同时，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逐步改善，
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明显下降。

目前，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引领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水电
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郑声安在论坛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 年，风电新增装机 2059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4426万千瓦，两者总和占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总规模的比例
达85.3％。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11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新增通客车建制村2944个，其中贫困地区
1698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到98.02％，建制村通客
车工作有序推进，力争2020年 9月底前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在当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交通运输部已经连续5年将建制村通客车作为更贴近民生的实
事大力推进，平均每年完成通客车建制村7000个以上。目前全国仍
有1万多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暂未通客车，要在明年9月底前全面完
成建制村通客车兜底性目标，时间紧、任务重，但也必须要完成。

吴春耕说，交通运输部将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夯实主体责任，积极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保障
农村客运开得通、留得住、可持续，并组织编制《农村客运发展典型
案例集》，宣传不同发展条件下各地农村客运典型经验做法，确保
如期完成兜底性目标。

交通运输部：

力争明年9月底前
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安蓓）汽油、柴油价格将迎来大
幅下调。国家发展改革委11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9年 6月 11日 24时起，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65元和445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下调近4角。国家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
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
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58价格监管平台
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
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降。国家
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短期国际油价将受两方面因素拉锯影
响：一是经贸摩擦带来全球经济增长悲观预期；二是近期石油输出
国组织表示将有较大可能延长减产协议。此外，仍需关注中东地
缘政治紧张局势对国际油价的冲击。

汽油柴油价格
迎来大幅下调

就业蓝皮书：

2018届大学毕业生
就业率为91.5％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叶昊鸣）第三方社会调查
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在北京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
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
91.5％，其中近两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

据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马妍介绍，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
业率为 91.0％，与过去 4届相比略有下降；2018届高职高专
毕业生就业率为92.0％，与过去4届相比稳中有升。

报告显示，2018届本科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4.2％，高职
高专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7.5％，与2014届相比均有下降。“由
于深造的分流，毕业生待就业压力没有明显增加。”马妍说。

从就业去向来看，民营企业、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等依然
是主要就业去向，2014至 2018届本科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就
业的比例从50％上升到 54％，2014至 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
生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65％上升到68％。

从就业职业、行业来看，2018届本科毕业生从事最多的
职业类是“中小学教育”，就业比例为19.3％，就业比例增长最
多的行业是“中小学及教辅机构”，就业比例为 12.7％；2018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从事最多的职业类是“销售”，就业比例为
8.9％，就业比例增长最多的行业是“学前、小学及教辅机构”，
就业比例为6.6％。

从收入方面来看，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624
元，比 2017 届（4317 元）增长了 307元。从近 3届的趋势来
看，应届大学毕业生月收入呈上升趋势，2018届大学毕业生
月收入高于城镇居民2018年月均可支配收入（3271元）。

根据报告分析，2019年本科的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
工程等专业，高职高专的电气化铁道技术、社会体育、软件技
术等专业为近年来的需求增长类专业，失业量较小，就业率、
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而2019年本科的绘画、历史学、
应用心理学等专业，高职高专的语文教育、英语教育、法律事
务等专业近年来的就业形势相对严峻。

据了解，这份报告的调查样本为来自 30 个省区市的
2018届 30.3万名大学毕业生，覆盖了 1031个专业、327个行
业及603个职业。

自助游占近七成

从毕业旅行的热门目的地来
看，成都、上海、西安、三亚、厦门、
长沙、丽江、重庆、杭州和北京等地
最受欢迎。而线路类产品中，云南
昆大丽线、川西线、西北大环线、长
沙—张家界—凤凰、呼伦贝尔草原
线路预订和咨询人数最多。

驴妈妈数据显示，自助游和跟
团游比例大致为 7∶3，同时有 63%
的网友更愿意和好友同学结伴出
游，21%的毕业生偏向和父母出游，
而 12%的学生更愿意当“独行侠”，
一个人完成旅行所有事宜。由于毕

业生时间相对充裕，因此更多人愿
意选择 5至 7天长途旅行。从出游
行程时长来看，毕业生选择 5天以
下行程的约占32%，5至7天的占比
高达 55%，有 13%左右的毕业生选
择7天以上的长线游和出境游。

文博游成时尚
从毕业生选择的毕业旅游目

的地来看，海滨游、山水游、美食游
依然是最受青睐的主题。成都、重
庆、长沙、西安等以美食出名的城
市尤其受毕业学生欢迎。去成都、
重庆吃火锅、看大熊猫；去长沙吃
口味虾、喝奶茶；去西安品尝西北
美味，都成为毕业学生旅行清单上
的热门之选。成都、上海、西安、三
亚、厦门、长沙、丽江、重庆、杭州和
北京也成为最受毕业生欢迎的十
大国内旅行目的地城市。

眼下正值夏天，三亚、厦门、青
岛等海滨目的地，以及气候凉爽、
风景辽阔壮美，迎来黄金旅游季节
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草原等目的
地也备受毕业生追捧。从成都到
稻城亚丁、海螺沟，经过四姑娘山、
丹巴甲居藏寨、新都桥等地的川西
全景大环线；从兰州出发，经过“西

宁—青海湖—德令哈—大柴旦—
敦煌—嘉峪关—张掖”的甘青大环
线；行程包含呼伦贝尔、额尔古纳、

黑山头、满洲里的草原之旅……都

是毕业生预订的国内游“爆款”。

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主题旅游

越来越热。近年来，央视《国家宝藏》

《中国诗词大会》等人文类节目的热

播，也潜移默化对毕业生的旅行选择

有一定影响。比如不少学生在预订

西北旅游线路时，将莫高窟游览作为

重要线路，显示出文博类旅游目的地

对年轻人强大的吸引力。

出境游短线最热
从出境游来看，最受毕业生欢

迎的境外目的地分别是日本、泰

国、越南、新加坡、柬埔寨、土耳其、

印尼、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5至 8

天行程时长的短线出境游依然最

受毕业生青睐。

驴妈妈旅游产品价格监测数

据显示，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暑期

到来，各种旅游产品价格上涨，而

暑期亲子学生客群也加入出行旅

游大军，因此毕业生趁着暑假前的

时间段，错峰出行，价格比较划算。

5月郑州蔬菜
价格下跌明显

本报讯（记者 赵柳影）昨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5月份我市
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两旺，运行平稳，其中蔬菜批发价格下跌
显著，粮食、桶装食用油、猪肉、蛋品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具体来看，蔬菜批发价格下跌显著。5月份我市蔬菜批发均
价为4.61元/公斤，环比上月（下同）下跌16.03%。重点监测的18
个蔬菜品种“2涨 16跌”。其中，茄子、辣椒、圆白菜、生菜等蔬菜
批发价格分别为4.55元/公斤、5.42元/公斤、1.59元/公斤、2.6元/
公斤，分别以39.17%、37.7%、34.57%、28.76%的跌幅领跌。

市商务局分析，本月我市蔬菜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下跌
幅度显著，随着气温的上升，蔬菜生长周变短，蔬菜上市量大，因
而价格出现下降。 预计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上市量不断增加，价
格将会持续下降。

猪肉价格小幅上涨。5月份我市猪肉零售价格为29.03元/公
斤，环比小幅上涨 0.21%。据悉，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跨省调运
量明显下降，生猪出现阶段性明显下降和供给偏紧。当前冻猪肉
库存量较高，猪肉消费增加动力不足，库存消化仍需要一段时间，
短期将会压制猪价，预计生猪价格仍将呈现震荡走势，后期随着
库存量下降、生猪供给下降和需求拉动，生猪和猪肉价格将继续
步入上涨通道。

蛋品价格以涨为主。5月份我市鸡蛋的零售价格为9元/公斤，
环比上涨 5.76%；白条鸡零售价格为 14.8元/公斤，环比小幅上涨
3.86%。市商务局分析，鸡蛋价格上涨原因是由于气温逐渐升高，蛋
鸡产蛋量有所下降；天气炎热导致居民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偏重于清
淡，对肉类需求量减少，加之处于农忙期间，鸡蛋需求量明显增加。6
月作为传统鸡蛋消费的淡季，预计下跌已经不可避免。

退张电影票有多难？电影票不
能退改签理由成立吗？一些霸王条
款为什么迟迟改不动？记者近日展
开调查。一些专业人士建议，针对
电影退票纠纷相关部门要明确“退
改签”的具体规定，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

毕业季主题游进入预订高峰
自由行游客占比近七成

本报讯（记者 成燕）随着高
考结束及毕业季来临，不少家长
及学生将毕业旅行提上日程。记
者昨日从省会多家旅行社了解
到，毕业季主题游已进入预订高
峰。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9
毕业旅行大数据》显示，今年毕业
旅行出游高峰集中在 6 月上、中
旬，同学、好友结伴出游占比高达
七成，自由行游客占比超过68%。

买支口红必须购买售价超千元的“套盒”，
热门色号有货但不单卖……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众多国际美妆品牌存在“强加门槛”“配货售卖”
的现象。“热销款”搭售“冷门货”的行为正在一些
品牌、类别的美妆商品间蔓延。 新华社发

套
路

6月11日，工作人员（右）在演示一款拥有“人机一体”操控技术的竞技格斗机器人。当日，第五
届亚洲消费电子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包括5G、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汽车技术
等相关领域的最新电子科技创新技术成果在展会期间集中呈现。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新华社发霸王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