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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额度低，保险公司盈利少，市民参保意识淡薄

家庭财产保险应者寥寥
本报 12 月 6 日讯(见习记者

郝文杰 李金金) 上海大火

唤醒了很多人的安全意识，部分
商店灭火器、救生绳热卖，但东

营市家庭财产保险依旧不瘟不
火。据东营保险行业协会的一项

数据显示，2010 年 1-10 月份，家

庭财产保险仅占到总参保费的
0 . 47%。

“很少有市民来咨询家庭财
产保险。”人保财险东营分公司

财产保险部的业务主管张红梅

说，截止到 11 月底，2010 年家庭

财产保险总数为 205 万元，仅占

总保险额的 0 . 4%。东营保险协

会的郭秘书长提供的一项数据

上也显示，1-10 月，东营家财险

的总参保金额为 520 万元，占总

保费的 0 . 47%。

东营保险行业协会的郭秘

书长介绍，由于家庭财产保险额

度较低，年保费在 100 元左右，保

险公司和业务员从中的盈利也
比较少，保险公司大多依靠业务
员进行推广，而业务员宁愿多跑

几个车险和人身意外险等，也不
愿意浪费同样的精力和时间做

家庭财产险。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市
民对家庭财产险认识淡薄。市民

王女士说：“家庭财产保险就是
防盗或水暖管道漏水的，家里有

防盗门，其他设施也很齐全，用

不到家庭财产保险。”

中国人保财险东营分公司财
产保险部的郭星滨介绍，家庭财
产保险的范围有房屋建筑、家用

电器、水暖管道破裂及盗抢、火灾

等类型，目前家财险有“一卡通”、

普通家财险和主要针对农村的治

安保险。张红梅介绍，现在买家财
险的一般都是先购买“一卡通”，

“一卡通”面值有 20 元、50 元、100

元，然后通过柜台、电话专线或在

网上注册，选择合适的参保项。针

对农村的治安保险，10 元的对应

额是 3400 元，城市家财险 10 元的

对应额是 6500 元。她说：“也就是
一顿普通的饭钱就可以买家庭财
产保险。”

人保财险东营分公司财产
保险部的郭星滨说，家庭财产保

险是之前的老三险之一，他提醒

市民要意识到家庭财产保险的

重要性。

烟草税或将上调

低收入烟民需减量了

本报 12 月 6 日讯(见

习记者 王参) 国家税

务总局 6 日称，正在制定

新的烟草税调整方案，明

年有望出台。“税价联动”

将抬高香烟售价。6 日，记

者走访了东营市烟草专

卖局以及多家烟草店得

知，烟草税上调对销售影

响不大，但低收入烟民或

受影响。

东城曹州路一家名

烟名酒超市的经理称，近

几年烟草零售价一直在

涨，但是零售量仍然很

大，并没有出现理论上的

售价高就销售少的现象。

“现在我国烟草税相比于

其他国家还是很低，如果

烟价增幅不是很大，是不

会影响销售的。”

有 30 多年烟龄的市民

牛先生说：“我抽了这么多

年的烟，从当初的手卷烟

到现在的过滤嘴都抽过。

按我的收入来看，现在的

烟确实有些贵了，最便宜
的烟也要六七块钱一包，

以前我一天抽两包，现在

两天也就抽一包。”

东营市烟草专卖局

称，今年烟草税一直在上

调，估计明年还要再次上

调，相应的烟草价格会有

所上涨。烟草价格是国家

统一制定的，但是现在仍

然会按照各地辖区内消

费能力的差异向乡镇农

村地区出售相对来说比

较低价的香烟。

多项优惠政策即将到期

汽车消费高潮

年底上演

本报 12 月 6 日讯(见

习记者 李金金 通讯员

印树学) 6 日，记者从东

营车辆购置办税服务厅了

解到，由于国家关于振兴汽
车行业方面的多项政策执

行期限即将到期，汽车消费
的高潮在年底前上演,其中

车购税优惠政策对车市的

影响最大。

11 月份，全市新增车

辆 6929 辆，比 10 月份环比

增长了 28 . 9%。其中车购税

优惠范围内 1 . 6 升及以下

的有 4486 辆，占总车辆数
的 64 . 7%。进入 12 月份，相

关各大汽车销售商的多种

型号车辆出现断货现象，有

的车型预订提车时间需要
5 到 6 个月。

6 日，辽河路一超市内，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

帽……各种圣诞商品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据介绍，今年
的圣诞商品在价格上与去年持平，但是样式比去年多了

不少。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张大宁 摄影报道
圣诞 战商

由万家乐主编的首个冷凝式热水器行业标准出台
——— 国产品牌掌握话语权，12 月 1 日正式实施

笔者从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获悉，首个《冷凝式家

用燃气快速热水器》行业标

准日前已经出台，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

冷凝式燃气热水器作为
新一代产品，在环保、节能等

方面优势明显，深受消费者
青睐。此次，在万家乐为代表

的国产品牌大力推动下，行

业标准正式出台，将有利于

促进冷凝式热水器产业的健

康发展，也将极大地推动整
个行业技术升级，国产品牌

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产品牌主导编制

标准看齐欧盟

首个《冷凝式家用燃气

快速热水器》行业标准，在以

万家乐为代表的国产品牌牵

头推进下已经制定完毕，并
已获得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

部审批通过，12 月 1 日正式
实施。

该标准以先进的欧盟标

准作为蓝本，增加了对燃气

具安全性指标要求，对涉及

安全的气密性、操作安全性、

电气安全性等都进行了完

善。

据评审专家介绍：标准

看齐欧盟，确保了冷凝式燃

气热水器的高门槛，高品质，

不仅利于保障消费者的权

益，也将对万家乐等优秀国

产品牌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进作用，有利于国产品牌的

对外出口，增强国产品牌的

国际竞争力，是我国燃气具

打破欧盟贸易壁垒战略中所

迈出的重要一步。据介绍，因

为标准编制的技术和条件要

求极高，制定此类标准往往

是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行

业标杆企业参与制定，最后

再由国家技术部门审批通

过，才能颁布实施。

此次标准的主编单位万

家乐，已经有 2 2 年发展历

史，是燃气具行业的奠基人

和推动者，掌握行业核心科
技，并作为中国五金协会燃

气具分会理事长单位，凭借

其在业内的专业优势以及卓

越信誉，确保了行业标准的

权威性和客观性。笔者调查
后获悉，《冷凝式家用燃气快

速热水器》不仅是国内首个

燃气具行业标准，在国际上，

包括欧洲、日本等燃气具行

业发达地区，均没有类似的

行业标准发布。

国产品牌发力

热水器进入低碳竞争时代

近年来，“低碳节能”成

为社会主流消费观念，为满

足消费者对热水器产品低碳

节能的需求，大牌国产企业

对行业内低碳节能最高技术
产品——— 冷凝式热水器发起

进攻，让燃气具行业真正进

入低碳竞争时代。

据悉，冷凝式燃气热水

器是当前最节能、最环保的

低碳产品之一，是唯一能达

到国家燃气热水器一级能效

标准的产品。“冷凝式燃气热

水器跟普通燃气热水器相

比，多增加一级冷凝换热器，

通过吸收高温烟气而预热冷

水，充分利用普通燃气热水

器作为废气排走的热量，热

效率比传统的燃气快速热水

器提高 12% 以上，最高可达
108 . 9%。同时，采用获得国家

专利的中和剂对排放的冷凝

水进行无害处理，真正实现

低碳环保。据燃气专家介绍，

目前，因冷凝式燃气热水器
内部结构复杂，对工艺技术
要求高，我国目前只有万家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