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利润增速反弹至22.8%

溯因

虽然今年的最终数据尚未出
炉， 但行业保费增速下滑基本已
成定局。 记者从车险市场上了解
到， 不少保险公司难以完成今年
的业务指标， 因此纷纷通过各种
形式展开价格暗战。虽然表面上
看， 大小保险公司大都严格执
行车险费率折扣， 但各公司却
通过五花八门的赠礼来吸引消
费者。 而一些急于冲刺业务指
标的公司，则与4S店签订“灰色
协议”，通过提高给4S店的配件
价格和工时费等方式来抢夺客户
资源。

记者询问十余家4S店和修理
店后了解到， 各保险公司在4S店
等传统车险兼业代理机构的报价
差别不大， 主要区别在于赠品的
不同，有送加油卡、送汽车保养、
送洗车卡、送购物卡、送旅游卡等
十来种。

“一些公司搞价格战，车险市
场上最高手续费有超过25%的。”
一家财险公司的人士介绍， 保险

公司给车主的车险费率折扣，要
严格按照出险次数和理赔金额等
规定核算， 目前商业车险最低折
扣是七折。因此，保险公司要争夺
客户资源， 付给中介机构的手续
费成为了突破口。

业内人士称， 保险经营中原
本一笔保单的合理渠道费用是
15%，也就是说，如果客户通过
4S店与保险公司签订保单，4S
店能获得15%左右的手续费或
提成，但是在年底的价格突击战
中，为了完成任务，一些保险公
司通过变相提高手续费的方式
拉业务。从今年的情况看，最高
提成竟然已达25%左右，受“行
规” 所限， 在具体的操作手法
中，不直接体现在账目上，而是
通过提高配件价格和工时费等
方式给4S店和修理厂等输送利
益， 或者直接以返还现金等方式
进行。而一些4S店也会把一部分
手续费让利给消费者， 以此抢夺
客户。

长期以来，车险作为财险最重
要的险种，占据了财险七成以上业
务比重。而近年来由于受宏观经济
低迷和汽车销量下降等影响，出现
车险增速放缓的局面。 业内人士
称，在此背景下，一些车险业务原
本增速较高的保险公司制定了超
过去年的经营增长指标，不料市场
遇冷，这些公司也因此在业务指标
考核压力下利用各种办法争夺市
场份额。

■综合北京青年报、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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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促销花样多
促销赠品十几种 4S店拿高额灰色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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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人民网主办，人民在线、中国
发言人俱乐部承办的“2012中国发言人年
会暨‘公益传播·幸福中国行’大型公益活
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苏宁易购作为传
统零售企业电商代表荣获组委会颁发的
“2012年中国发言人年会‘人民微公益奖’
年度微公益传播案例”殊荣。苏宁易购庆祝
苏宁22周年， 通过微博发起了累计覆盖人
群超3.5亿的大型微博爱心公益转发活动。
统计称，苏宁易购“一爱到底”微博转发达
63万多次，社会各界名人转发超500次，募
得善款63万。
喜讯：苏宁电器圣诞狂欢获奖顾客名单

请获奖者看到获奖信息后于12月30

日18点前携带本人身份证、会员卡、抽奖
券副券至苏宁五一广场店前台领取奖品，
个税20%自理，苏宁代收代缴。名单如下：
一、 获得 Surface的幸运顾客 ： 陈 **，
186**6653及时**，183**1846。二、获得i-
Pad2的幸运顾客：龙**，139**6881，张**，
152**4462； 陈 **，150**8379； 龚 **，
186**3484；谢**，186**9449。三、获得数
码相机的幸运顾客： 孙**，135**0691；杨
**，189**1708；欧阳 **，137**5943；邓**，
138**0648； 王 **，139**6821； 陈 **，
135**3656； 侯 **，150**7899； 刘 **，
186**2557； 宋 **，186**9410； 韩 **，
182**7492。

苏宁易购荣获“人民网”人民微公益奖

元旦将至，新的一年马上到来，各大商
家的促销号角已在星城吹响。作为湖南销售
规模最大的家电卖场， 通程电器将在31日
15点-24点，在全省启动跨年团购夜。活动
时间内，全场（除手机、数码、电脑和特例产

品）购物满500元即返100元现金券，无限制
送券、无限制收券。该现金券等同于现金使
用，无任何使用台阶，如有多张，可累计使
用。 对于有两件以上购物需求的市民来说，
着实划算。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田刚表示，经过数月
谈判与争取， 通程电器此次独家联合众厂
商，不仅将率先在全省做到49家门店的全品
类商品联动， 更独家汇聚全球500余品牌，
争取到厂商海量特价商品和精美礼品资源，
将以低价和新品为突破口，以厂商超低折扣
加赠超值豪礼的方式，为全省市民献上一顿
最丰盛的元旦大餐。

在保证商品低价的基础上，通程电器还

将额外推出不少促销活动。今日至2013年1
月3日，市民至通程电器选购好商品，定好最
低成交价后，可至总服务台，以10元兑换通
程新年红利卡后再交款！ 最低成交价满
2999元起， 即可凭红利卡直抵100元-500
元。实惠现得现用，实实在在。

活动当晚， 单件购物满1000元的消费
者还可参与抽奖， 上百个现金奖项直接抽
送，最高有机会抽中2013元现金大奖。

通程电器全民跨年大团购，31日15点启动

油菜籽期货28日上市
油菜籽期货和菜粕期货两个新品

种将于12月28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
市。市场预期油菜籽期货上市后价格将
会稳中有升，而菜粕价格则要参考其他
相关品种走势。新湖期货研究所副所长
时岩表示，菜籽油已是期货品种，油菜
籽和菜粕的上市标志着菜籽系列品种
完全期货化，并与大豆系列、棕榈油一
道，在期货市场构建了完整的油脂油料
品种体系。

国家统计局12月27日发布报告，
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6385亿元，同比增长22.8%，增速比
上月反弹2.3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经济
增速的企稳回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情况不断好转。8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利润同比还是下降6.2%，9月
份转为增长7.8%，10月份增速反弹至
20.5%，11月份进一步反弹至22.8%。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直
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自2013
年1月1日起， 现有的住房公积金提取和
贷款政策将作部分调整，主要涉及提高
按月还贷提取限额、 延长提前结清贷
款提取时限、放宽重大疾病提取次数、
根据女职工实际退休年龄调整贷款最
长年限4处变化，以更好地帮助职工缓
解购房还贷资金压力， 并解决生活实际
困难。

据该中心主任汪涛介绍， 此次政策
调整一是提高按月还贷提取限额。 原政

策中“每次同一套住房产权所有人的提
取总额不得超过最近12个月内已还贷本
息额”， 现调整为“不得超过最近24个
月”。举例说，职工王某于2010年2月办理
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 每月需还款
2000元。今年3月申请按月还贷提取住房
公积金后，此时王某已还贷款本息48000
元，公积金账户余额有55200元。按原政
策， 王某最高可提取最近12个月内已还
贷本息额，即24000元；但按新政策，他最
高可提取48000元。

同时， 延长了提前结清贷款的提取

时限，由原“贷款提前结清后12个月内办
理”调整为“贷款提前结清后24个月内办
理”。新政策实施后，职工在提取时间和
提取额度选择上更具有主动性， 换而言
之，可提取额度因时间加长而显著增加。
此外， 取消了职工遭受重大疾病的提取
次数限制。由原“本人或其配偶、父母、子
女遭受重大疾病的，提取1次”调整为“本
人或其配偶、 父母、 子女遭受重大疾病
的，在重大疾病治疗期间，可根据治疗情
况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 治愈后可在24
个月内申请提取1次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调整方面，由原“女借款人
贷款年限最长为30年， 且不超过其法定
退休年龄顺延5年， 最长不超过60岁”调
整为“女借款人贷款年限最长为30年，且
不超过其法定退休年龄（女工人50岁、女
干部55岁、 高级职称女技术人员和处级
及以上女干部60岁）延长5年（女工人55
岁，女干部60岁，高级职称女技术人员和
处级及以上女干部65岁）”。据悉，新政策
充分考虑女职工的实际退休年龄， 实现
了缴存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记者 陈淦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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