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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不少是靠添加剂“调”出来的

揭秘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的“潜规则”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记者
何雨欣 谭谟晓）中国保监会产险部主
任刘峰15日介绍，商业车险改革试点
目前已在6个地区落地，消费者保费
支出较 去年 下降的保单占比为
77.6％，绝大多数低风险消费者获得
车险保费优惠。

自今年6月1日起，各财产保险
公司在黑龙江、山东、广西、重庆、陕
西、青岛6个试点地区全面启用新版
商业车险条款费率，这标志着我国商
业车险改革试点全面落地实施。

刘峰在保监会新闻发布会上
说，截至6月10日，6个试点地区各

保险机构共承保机动车444252辆，
实现商业车险保费收入 15.6 亿元。
其中续保机动车312571辆，在续保
业务中，消费者保费支出较去年增
加的保单占比为22.2％，保费下降的
占比为 77.6％，保费持平的占比为
0.2％。

据介绍，商业车险改革试点中，同
时将新商业车险条款扩大了保险责
任，将冰雹、台风、热带风暴、暴雪、冰
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驾驶证失效或
审验不合格、未上牌照新手、被保险机
动车所载货物、车上人员意外撞击所
导致的损失、家庭成员人身伤亡等情

形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大幅提高了商
业车险保障水平。

“由于新版商业车险产品的‘性价
比’提高，消费者的投保意愿也有所增
强，试点部分地区车险保有率同比上
升了近8个百分点。”刘峰说。

“商业车险改革，赋予了保险公司
定价自主权，对于驾驶记录良好的低
风险客户，最高优惠幅度也突破了以
前7折的限制，可达到5折以下，而对
于高风险客户，保费最高浮动也可能
达2倍。”刘峰说，下一步，保监会将在
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将商业
车险改革推向全国。

商业车险改革试点落地
超七成消费者保费下降

随着商业车险改革的深化，今后，
车主的驾驶技术，驾龄、年龄、性别等，
以及投保车辆的交通违法记录、行驶
里程、车辆使用性质、绝对面免赔额等
都会成为影响保费的高低因子。

然而，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所说，
消费者对车险的选择不仅局限于保
费的升降，还包括品牌、服务、理赔环
节拥有的资源等方面。商业车险改
革背后是万亿元市场的嬗变，而改革
到不到位归根到底是看能不能为消
费者提供足够多的服务。

根据保监会的介绍，在这次商业
车险改革试点中，同时将新商业车险
条款扩大了保险责任，被保险机动车
所载货物、车上人员意外撞击所导致
的损失、家庭成员人身伤亡等情形纳
入保险保障范围，针对社会广泛关注
的“无责不赔”“高保低赔”等也给予
解决。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
车险行业还面临诸多问题，营销误
导、理赔繁琐，公开透明等方面有待
加强。而伴随着商业车险改革大幕
的拉起，车险行业也面临着重新整合
优化。

消费者一旦可以“货比三家”了，
市场之间的竞争将会加剧。平安产
险北京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认为，商业
车险改革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影响，一
是风险识别与精准定价，二是产品及
服务创新，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科
技将会更多地引入进来。

刘峰也认为，商业车险改革大幕
已拉开，车险市场竞争将从传统的以
费用为主的竞争转变为以品牌、产
品、服务和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多
维度竞争，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推动保险行业转型升级。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万亿元市场背后
的嬗变

算算你的车险是升是降

作为一项酝酿多年的改革，商业车险
改革的一大核心是将保险产品定价权交给
保险公司，将产品选择权交给车主，让保费
真正与风险对接。

长期以来，商业车险保费是以新车购置
价为重要定价因素，频繁出险的车主与长期
不出险的车主保费差异不大，保险公司的定
价差不多，车主选择余地不大，低风险车主
无形中为高风险车主更多地买了单。

商业车险改革推行后，保费的浮动空间
将加大。根据保监会的介绍，对于驾驶记录
良好的低风险客户，最高优惠幅度可达到5
折以下，而对于高风险客户，保费最高浮动也
可能达2倍。黑龙江省商业车险改革首张保
单持有者王先生告诉记者，由于连续3年未
出险，通过测算，他享受到了4.3折的优惠。

车险保费有降，也有升，最终是由风险
决定，这也符合保险的行业本质。对于一
些具有不良驾驶习惯的高风险车主，保费
将会增加，甚至会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

保费升降
由风险说了算

商业车险改革，最直接的影响是
每一位车主，但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所
说，这项改革对前端汽车市场的冲击
也是一大看点。

如果一款车型的保费很高，你还
会不会考虑买它？商业车险改革后，
保险公司会依据各种定价系数来确定
保费高低，这些定价系数是基于保险
业掌握的不同车型、不同驾驶习惯者
在不同路况、天气状况下出险情况的
大数据精算而成，保险公司将这些系
数公布，就会为消费者购车提供参考，
从而影响汽车市场。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知名的由英
国30家保险公司成立的独立研究机
构——大昌，致力于车辆低速碰撞、车
辆安全、维修性与技术研究等方面的
研究，很多消费者都会手拿大昌的参
考系数手册去购车。

去年，我国保险业与汽车维修业

公布了一项商业车险的定价系数，即
国内36款常用车型的配件与整车销
售价格比值，即“零整比”，汽车市场也
随即引发震动，“零整比”900％、
1200％的车型比比皆是，让消费者看
到了汽车维修业暴利的冰山一角，也
推动了一些“零整比”高的车型配件价
格的下降。

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商务信息中
心郭勇坦言，中国目前的汽车行业存
在着一个由汽车生产商、销售商组成
的垄断体系。商业车险改革可以推动
汽车反垄断，例如，“零整比”会影响到
保费价格，“零整比”过高的车，销量可
能会受影响，倒逼汽车厂商降低过高
的配件价格。

商业车险改革无疑会触及一些汽
车“大鳄”的利益。商业车险改革后，伴
随着一系列车险定价系数的发布并与保
费挂钩，将有利于汽车市场良性发展。

会触及汽车“大鳄”
的利益

●对于驾驶记录良好的低风险客
户，最高优惠幅度可达到5折以下

●对于高风险客户，保费最高浮动
也可能达2倍

从市场买回来的“一滴香”，刺鼻的气味让
人不敢多闻。只需一两滴，清水就会变成香味
扑鼻的“高汤”。这不是变戏法，而是我们身边
很多饭店制作高汤的“秘笈”。

吹弹可破的虾仁、鲜嫩多汁的牛
肉、“上乘食材熬制”的高汤……当你
大快朵颐之时，能想到这些色香味俱
全的美食不少是靠各类添加剂“调”
出来的吗？

鲜亮的牛肉、爽口的毛肚、扑鼻
的高汤、鲜香的火锅，走进各类餐厅，
声称“新鲜食材”“原汁原味”“纯正熬
制”的各类餐饮食品，以靓丽的颜色、
诱人的气味、浓烈的味道让人胃口大
开。然而，一些家庭主妇却发现，如
果使用从菜市场购买的新鲜食材烹
调，却往往很难做出类似的口感、色

泽和味道。
真的是厨艺差距所致？一些餐饮

业内人士称，厨艺并不是导致口感和味
道悬殊的关键，真实原因是一些饭馆、
餐厅靠添加剂增色、提香的“潜规则”。

一些商贩和餐馆厨师透露，要使
饭馆烹炒的食物色香味俱全，使用相
应的添加剂就能轻松实现。比如，使
用名为日落黄的添加剂，只要在卤水
中加上小半勺，就让烧鸡、猪头肉等卤
肉油光发亮、黄里透红；号称是牛骨熬
炼、整鸡炖制的纯正肉汤，其实很多都
是使用类似牛肉精等包含大量食品添

加剂的复合调味料，加入开水制成。
记者采访发现，无论是猪骨膏、牛

肉精、一滴香等调味品，还是柠檬黄、发
泡剂等添加剂，最大特点就是价格便
宜、使用方便。一整瓶1千克的飘香剂
或一大包号称猪骨熬制的肉骨粉，售价
才30元－40元，一包肉骨粉就能做成
几百甚至上千锅的火锅或高汤。算下
来，每次使用成本只有几毛钱，就能达
到“熬制数小时”的口感效果。

“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还有很多
类似的‘潜规则’。”广西食品餐饮行
业人士李伟说，比如将吊白块用于米

粉、腐竹，可以让食品蓬松、容易留
存；用明矾加工油条，蓬松效果一般
比非铝发酵剂更好，“为让自己的产
品卖相口感更好，赚取更多利润，这
些对人体有害、明令禁止用于餐饮食
品的添加料用得很普遍，生产者却肯
定不会自己吃”。

近年来，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重
拳出击，然而，受基层执法力量不足、
非法添加日益隐蔽、监管依据不足等
因素制约，超量、超范围使用添加剂，
问题依旧难以禁绝。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特价”商品下单
后却是原价，网购快递被人冒领，买辆新车发现是
召回产品……面对令人防不胜防的消费“陷阱”，
消费者权益如何依法得到保护？最高人民法院15
日发布多个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

销售过期食品、假冒药
经营者被判“退一赔十”

【基本案情】殷崇义向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
汉阳分公司购买桃花姬阿胶糕一盒，后发现食品
已过保质期。法院判决汉福超市退还货款251
元，十倍赔偿货款2510元，赔偿交通费500元。

刘新向陕西立新药房购买4盒“快速瘦身减
肥胶囊”，后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查询未找到该产品相关信息，根据产品包装上的
批准文号查出该保健品名称为“俏妹牌减肥胶
囊”。法院判决立新药房退还刘新货款280元，并
向刘新赔偿十倍购物价款2800元。

网购“特价”藏猫腻
销售者被判赔款

【基本案情】2014年4月8日，小米公司官方
网站发布广告：“10400mAh移动电源‘米粉节’
特价49元”。王辛当日在网站上订购了两款移动
电源：10400mAh移动电源69元，5200mAh移
动电源39元。王辛起诉小米公司实施价格欺诈，
法院最终判决王辛退还两个移动电源，小米公司
保底赔偿王辛500元，退还王辛货款108元。

李晓东在淘宝网购买酒仙公司销售的白酒6
瓶，网上商品页面描述为“白酒中国名牌52度五
粮液（1618）500ml特价”，成交价为8394元，后
发现该白酒在淘宝店铺中标注的商品“特价和原
价”相等。之后双方约定退货，酒仙公司赔偿
8394元，如一方违约则承担总金额20％的违约
金，但酒仙公司未履行该协议。法院判决酒仙公
司给付李晓东赔偿款 8394 元，并承担违约金
1678.8元，共计10072.8元。

网购快递被人冒领
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杨波以网购形式从付迎春开办的
电子经营部购买价值15123元的电脑一台，付迎
春委托巴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送货。
该货物到达交货地后被他人冒领。杨波起诉速递
公司和付迎春后，法院判决付迎春赔偿杨波已付
的电脑款15123元及邮寄费95元。

空调安装出问题
销售者要担责

【基本案情】吴军梅向苏宁购买大金牌空调机一
台，总价款8051元，苏宁公司派人到吴军梅家中安
装空调机。之后，吴军梅家中客厅及相邻房间的地
板、墙面被水侵蚀。经大金空调售后人员检查确认，
空调机排水管通过的墙洞处没有封堵，老鼠咬断墙
洞处排水管漏水。吴军梅起诉苏宁公司后，法院判
决苏宁公司赔偿吴军梅实际修复费用12175元。

销售已公告召回的汽车
退车再加车款一倍赔款

【基本案情】2013年9月28日，王毅向天津中
进汽车公司购买欧蓝德汽车一辆，价款24.98万
元。而在2013年6月4日，三菱汽车销售（中国）
有限公司发布召回公告，召回车辆范围包括王毅
所购车辆。王毅起诉后，法院最终判决，王毅向中
进汽车公司退车，中进汽车公司退还王毅购车款
24.98万元，加倍赔偿王毅24.98万元，并赔偿王
毅车辆购置税等共计35677元。

从“特价”陷阱
到买车纠纷
——最高法发布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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