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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的车辆购置税年底截止

优惠将到期，小排量车热销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

记者 李金金 段学虎) 据

悉，2 . 5% 的小排量车购税优
惠政策将于 2010 年年底截

止。受此影响，1 . 6 升以下的

小排量汽车销量增加，部分

小排量汽车车源紧张。

25 日，在东营市交警支

队车辆管理所，等待上牌的

汽车停满了整个大院，李先
生和王女士也正在为刚买

的爱车挂牌，李先生说：“车

购税的优惠政策年底就截

止了，现在买可以省点钱。”

王女士说，如果明年取消优
惠政策的话，1 0 万的车就

要多花 2500 元。

在黄河路上的蓝天汽

车城，通城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的殷先生告诉记者，目前

排量 1 . 6 升和 1 . 6 升以下的

车辆销售较多，“现在平均

一天能接待十几拨顾客，8

成是咨询家用小排量汽车

的。”

东营车辆购置办税服

务厅的印主任介绍，国家公

布的小排量车购税 2 . 5% 优
惠将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到期，是否继续延续小排量

优惠政策还不确定，造成购

车量持续增长。

据了解，1-10 月份，东

营市共受理车购税纳税申

报 46553 辆，比去年同期增

长 8 . 83% 。10 月份，受理新

车纳税申报 5 3 8 0 辆，比上

月增长 4 . 1% ，达到自年初

以来新车数量的最高峰，其
中小排量车就达 3 4 02 辆，

占购车总数的 63 . 2%。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由于近期买车的市民

较多，部分车型车源紧张。

一汽车销售顾问刘女士介

绍，像捷达“伙伴”、大众“朗

逸”等车型，交上定金，两三

个月之后才能提到车。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倩 武希栋) 海

河小学周边居民楼中分布着

七八家“小饭桌”。11 月以

来，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

“小饭桌”也针对高年级学生

人均每月涨了 60 元。

25 日上午，记者走访发

现，该小区有七八家“小饭

桌”，平均每家有 20 余个小

学或初中的孩子。

上午 10 点半，记者来到

一家“爱心小饭桌”，经营者

刘女士正在为孩子们准备午
餐。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

“小饭桌”，平时每顿三菜一

汤，荤素搭配。刘女士还说，

最近物价上涨太快，无奈只

能上调高年级孩子的伙食
费。“以前的价格就是每个孩

子每天 10 元，现在只能上调

五年级以上孩子的伙食费

了，每人每天 12 元，算下来

一个月涨 60 块钱。”

记者走访了其他几家

“小饭桌”，发现涨价是普遍

现象，除了其中一家是针对

三年级以上涨了 2 元，其他

都是从五年级开始涨价。

一位家长说：“虽然现在

物价上涨，但孩子的伙食质量

不能下降。只要饭菜质量有保

障，涨价是可以接受的。”

学生“小饭桌”一月涨了 60 元
家长表示只要质量有保障，涨价可以接受

25 日下午，东城某超市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布置圣诞树、圣诞帽等物品，引来

不少小孩的驻足。据工作人员介绍，提前一个月在圣诞节上做文章，一方面可以

装点一下超市，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消费。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摄影报道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记者 王

瑞景) 得知外墙保温材料是造成上

海特大火灾的重要元凶后，东营一些

市民开始关注外墙保温材料的燃烧难

易程度。近日，记者走访东营五金建材
石油机械配件专业市场和西城及东城

商贸城发现，东营较难找到阻燃外墙

保温材料。

25 日，在东营五金建材石油机械

配件专业市场，听到记者要购买外墙

保温材料，专营保温材料的店主大多

直接推荐使用一种白色泡沫板和一种

较硬的泡沫板。—位店主说：“建筑工

地上基本上都用这个。”据了解，白色

泡沫板为聚苯乙烯板(EPS)，较硬的泡

沫板为挤塑聚苯乙烯板(XPS)，属于有
机保温材料，燃点均较低。

记者询问是否有较难引起燃烧的

外墙保温材料时，有店主表示普通保

温材料添加阻燃剂后不易燃烧，但是

店里现有的都是普通的保温材料。

在东营商贸城，记者也没有找到

添加阻燃剂的保温材料。一名店主称，

阻燃保温材料成本较高，如果顾客特

意提出要买，可以订制生产。大多顾客

买的是普通保温材料。

根据规定，A 级为不燃材料，B1

级为难燃材料，又称阻燃材料，B2 级

为可燃材料。一名业内人士介绍，模塑

聚苯板(EPS)、挤塑聚苯板(XPS)、聚氨

酯(PU)等均属 B2 级材料，而东营市场

上的一些模塑聚苯板，其燃烧性能可

能达不到 B2 级。而《民用建筑外保温
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民用

建筑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宜为 A

级，且不应低于 B2 级。

饭店菜单显示 24 元实际收了 28 元

“物价上涨”竟成多收费借口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

记者 郑美芹 张大宁)

25 日中午，市民张先生在曹
州路一家小餐馆就餐，结账

时发现收据上的金额比菜单

上竟多了 4 元钱。他被告知

由于物价上涨，菜单上的单

价还没来得及更换。

市民张先生与朋友在曹

州路一家小餐馆吃饭，点了

一份土豆丝和一份糖醋里

脊。当时菜单上写着土豆

丝 6 元/份，糖醋里脊 18 元

/份。当张先生吃完饭要结

账时，老板却收 28 元。老板

解释说：“菜价涨了，但是

菜单还没换。”张先生感到

很无奈，他认为在吃饭之

前就应该被告知菜价涨了。

东营市消费者协会的工

作人员称，像这种情况不符合

规定，饭店老板在顾客消费之

前，就应提前告知明确的菜

价，而不应该在结账时告知。

她提醒市民在外就餐时，如果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拒绝支付

超过菜单价格的钱。

阻燃建材难觅踪影
店主称可用普通保温材料添加阻燃剂

预热
圣诞

本报 11 月 25 日讯(见习记者 张
大宁) 11 月 28 日下午 2 点山东省

话剧院、齐鲁晚报青年话剧团将在

东营市黄河大剧院上演经典童话

剧———《丑小鸭》。据悉，此后还将有

3 场童话剧上演。

由山东路通演艺公司和山东话

剧院联手打造的亲子剧团共有四场

演出：11 月 28 日演出《丑小鸭》；12

月 12 日演出《海的女儿》；12 月 25

日“我是小明星”圣诞有礼欢乐颂互

动游艺专场；2011 年元旦演出《青蛙

王子》。

山东路通演艺公司党委卢书记

说，举办这次活动是让东营的少年

儿童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水平的话

剧演出，今后还会采取更多方式使
更多的孩子看到童话剧。

黄河大剧院周日上演《丑小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