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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挨了了两两句句骂骂，，能能申申请请精精神神赔赔偿偿吗吗
精神损害赔偿门槛高，一般消费行为很少符合标准

本报济南2月26日讯（记者
王茂林 通讯员 王晓英 赵秀
瑜） 记者从山东省地税局、青岛
市地税局获悉，3月1日起，青岛市
将正式施行《青岛市税收征收协
助条例》（简称《条例》），明确国
土、房管等32个征税第三方主管
单位的征收协助责任。

该《条例》分别就国土、房
管、工商、公安、金融、物价、法
院等单位，采取何种方式履行
征收协助义务，提出了具体要求，
明确规定有关主管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程序和要求向税务机关提
供信息名录。

本报济南2月26日讯(记者
林媛媛) 近日，苏宁发布《2014年
空调行业白皮书》称，空调行业今
年整体市场增速放缓至5%左右，
而节能、健康、智能化机型将成为
热点。此外，今年三四级市场的需
求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将成为空
调的主攻市场。

白皮书显示，随着中国城镇
化进一步深入，苏宁在2014年会
把三四级市场空调销售列为全年
重点工作之一，在广东、山东、河
南、安徽等地区完成近200个城市
1000家三四级市场易购代售点建
设。此外，伴随PM2 . 5污染严重，
附带空气净化功能的空调将会成
为2014年空调产品发展的主流趋
势。

随着变频空调新能效标准正
式实施，空调均价会提高，白皮书
预计2014年空调售价将上涨10%。

对于消费者被侵权后的维权赔偿，新《消法》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如果经营者有
侮辱诽谤、搜查身体、侵犯人身自由等侵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精神损害看不见摸不着，
怎么判定、怎么赔偿成了消费者关注重点。

买东西跟商家发生口角、
被超市诬陷偷东西损害了名
誉……哪些行为可以被判定
为精神损害呢？

唐雪宇：精神损害赔偿在司

法界实施很久了，新《消法》把这
一条加进来，向前迈了很大一步。

那么，什么样的损害算精神
损害呢？一是侵犯了人身权益，二
是产生了明显后果。只有符合这
两项，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从

后果上来说，一般
只有出现残疾、死亡
或者精神严重受损等
情况，才算符合新《消
法》所说的“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

如果经营者辱骂消费者，
消费者感觉精神上受到很大
伤害，但却没有产生其他严重
后果，难道就无从维权了吗？

唐雪宇：除了造成严重后
果的之外，消费者遇到的多数
侵权行为都很难算上精神损

害，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
无从维权。

根据《消法》，经营者侵害
消费者人格尊严、侵犯消费者
人身自由或者侵害消费者个
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

损失。更多的消费者遭遇的侵
权行为达不到要求精神损害
赔偿的程度，而更适用于通过
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来
解决。精神赔偿特指的就是金
钱赔偿，像赔礼道歉、消除损
失这些方式都不算是精神赔
偿。

在如何界定精神损害，消
费者获得多少赔偿的问题上，
新《消法》有没有给出标准？

唐雪宇：对于精神损害赔

偿的判定标准，法律规定并不
明确，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涉及到不同案例的情况不同，
法官会根据事实做出具体判
断。而影响法官断定的因素包

括很多方面，比如后果、侵权
人的侵权手段和方式、侵权程
度、侵权人获利情况、侵权人
的承担能力，这些都将是法官
在判定时的考虑因素。

本报济南2月26日讯(记者
李虎 ) 发改委26日下午发布消
息，决定自26日24时起上调国内
成品油价格。汽、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提高205元和200元，测算到零
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
平均)每升分别提高0 . 15元和0 . 17

元。
记者从中石油、中石化山东

分公司获悉，山东地区93号汽油
由7 . 50元/升上调至7 . 66元/升，上
调0 . 16元/升；97号汽油由8 . 04元/

升上调至8 . 22元/升，上调0 . 18元/

升；0号柴油由7 . 09元/升上调至
7 . 26元/升，上涨0 . 17元/升。

据悉，此次国内成品油零售
价上调幅度为去年9月以来最大
的一次，对于物流、交通运输、工
程等行业而言，将增加更多运输
成本，但对私家车车主影响有限。

成品油价年后首涨

97号汽油8 .22元/升

今年空调价格

预计涨一成

青岛征税

32个部门协助

上海自贸区放开

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本报讯 央行上海总部26日
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上海自贸
区外币利率市场化政策，该政策
将于3月1日起实施。其中重要内
容是将放开区内300万美元以下
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持有外币的
客户，把美元、日元等存放在上海
自贸区金融机构，将有机会获得
比区外更高存款利率。

综合

解读新消法⑥

见习记者 徐瀚云 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万汶柳

解读专家：山东省消协公职律师唐雪宇

同样的侵权事件发生在
不同的地方，消费者是否能得
到同等的精神损害赔偿呢？

唐雪宇：影响精神损害赔
偿数额的因素中，有一个很重

要的就是受诉法院所在地平
均生活水平。不同地区的消费
水平和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成
本是不一样的，因此要按照各
地的情况来定。各地的损害赔
偿的计算标准和根据不同，这

个标准在侵权法中已经有规
定，这不是《消法》独有的。但
现在法律界对于精神损害也
在提倡尽量扯平。比如在同一
地区，不能农民赔偿得少，公
务员赔偿得多。

怎样界定是否涉及精神损害？焦焦点点

够不上精神损害怎么维权？焦焦点点

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怎么定？焦焦点点

赔偿标准为何各地不一样？焦焦点点

人民币汇价六连跌

投投机机者者跨跨境境贸贸易易套套利利受受挫挫
人民币六连跌背后，市场传闻央行正双管齐下，通过压低人民币中间价与着手进

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扼制卷土重来的跨境贸易套利行为与热钱流入。

什么算
严重精神损害

这些侵权行为必须
是造成了受害人严重精
神损害，带来了严重精
神痛苦，并产生明显的
后果，才能够获得精神
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
庭法官张进先

[案例]

2008年2月11日，浙江一对新
婚夫妇随团赴法国旅游，到巴黎
老佛爷旗舰店购物。他们付款
时，因收银员工将真币误认假
币，商场将其当罪犯对待，把夫
妇俩带到警察局扣留5个多小
时，其间两人严重受辱。

22日，法国老佛爷百货集
团在巴黎举行公开致歉会，向
受辱的中国游客以及因此受
到伤害的全体中国人民道歉，
并希望向他们赠送一次新的
巴黎之旅，最终，双方达成赔
偿协议，赔偿金具体数目没有
透露。

“严重受辱”关键词：

● 蜜月之旅
● 被脱光衣服搜身
● 内衣被剪烂
● 被戴手铐
● 嘲笑谩骂

“这门生意现在越来越难
做了。”看着人民币即期汇率
一度跌至6 . 125的最近半年最
低值，一位外贸企业高管赵刚

（化名）无奈感慨说。
他所说的生意，就是往返

内地-香港之间的跨境贸易套
利行为，即企业利用香港离岸
人民币汇率与升值幅度均高
于内地在岸人民币的格局，将
货物频繁往返内地-香港做跨
境贸易，赚取其中的人民币汇
兑收益。

但随着人民币六连跌，香
港离岸人民币汇率与内地在
岸人民币的价差空间迅速收
窄，令看似无风险的套利行为
瞬间无利可图，甚至导致不少
套利企业认赔出局。

“要持久扼制跨境贸易套
利行为及其引发的资金流入
风险，需要先让套利者扭转人
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赵刚
直言，一旦人民币重新进入升
值轨道，跨境贸易套利行为仍
将卷土重来。

澳新银行最新报告显示，
2013年第四季度，往返贸易
（香港将从内地进口的商品再
出口返回内地）约占香港对内
地出口总额的51%，高于2013
年第一季度的50%。去年10
月，往返交易额甚至达到900
亿港元的历史新高，考虑到深
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出口
数据在这段时期没有出现异
常数据，不排除有套利企业趁
机再度运作跨境贸易套取汇
率价差收益。

长期以来，香港离岸人民
币汇率较内地在岸人民币普遍
高于60-80个基点，令跨境贸易
套利行为年化收益相当可观。

举例说，套利企业从银行
贷出100万美元，先按内地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6 . 10结算为
610万元人民币，再通过进口
货物将这笔钱汇往香港关联
公司账户，由于香港离岸人民
币兑美元汇率为6 . 08，610万
元人民币摇身变成100 . 32万
美元。一周后，套利企业只要

将这批货物出口回香港换回
100万美元归还银行，3200美
元汇兑收益就落袋为安。

赵刚透露，若按1年52周
测算，100万美元本金将产生
16 . 64万美元汇兑收益，回报
率接近16 . 64%。多数套利企
业为了应对监管，则寻找直接
凭出口报关单、合同或发票实
现付汇收汇，且无需联网核查
的A类企业“合作”。

甚至个别拥有良好信用记
录的外贸企业还组建跨境贸易
套利部门，向境内套利者筹集
资金扩大跨境贸易套利规模。

最近6个交易日，香港离
岸人民币跌幅接近0 . 8%，令
其与内地在岸人民币汇率价
差大幅收窄，跨境贸易套利瞬
间变得无利可图。

“上周末，已有内地套利
企业要求迅速赎回资金，因为
跨境贸易套利的人民币汇兑
收益，已经低于内地企业拆借
资金的融资成本。”赵刚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在中国大陆，A借款100万
美元，按美元兑人民币6 . 20汇率
兑换为人民币620万元。

A从香港进口黄金，付款
620万元。通过这种方式，620万
元在岸人民币就流入香港，成为
离岸人民币。

A告诉在港合作伙伴，将
620万元人民币就地兑换为美
元。根据当地美元兑人民币6 . 15

的汇率，得到100 . 8130万美元。

最后，A将黄金出口，以美
元结算，将这100 . 8130万美元送
回大陆。

如何跨境套利

制
造
商

A

如果不计海关收费和运输
等 费 用 ，整 个 套 利 过 程 获 利

81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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