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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XX保险产品即将停售，买到即赚到”“停售
的保险产品才是好产品”……近来，不少保险代
理人为拉动销售，以“停售”为说辞，通过微信朋
友圈等渠道转发此类信息， 劝诱消费者赶紧购
买保险。

今年5月初， 中国银保监会下发第19号文
件， 人身保险行业启动为期两月的自查整改风
暴，大批保险产品面临纠偏或停售。如今，两个
月大限即将到来，保险借“停售”之名促销频现。

业内人士指出， 此次监管文件主要是针对
离开保单“本质”的产品、损害投保人权益产品、
挑战整改底线的产品、“奇葩” 产品进行清理整
顿，严查偏离保险本源、产品设计异化的行为，
对于各类销售误导，消费者要断然说“不”。

保险“停售”促销炒作频现
“做保险代理的同学说有个产品马上要停

售了，是不是该抓紧购买？”长沙市香樟雅郡小
区居民白宁正谋划购买一份健康险。 她颇为犹
豫，产品一旦真的停售，想买也买不到了；可买
吧，万一还有更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呢？

连日来，记者发现，不少保险代理人在微信
上转发保险产品图文，“XXC款，最后的末班车，
5天以后， 整个保险行业将不会再有承诺续保。
趁现在，抓紧时间。”敦促消费者在6月30日前，
赶紧购买该款医疗险产品。

还有保险代理人在朋友圈发布“退市通知”：
“XX医保通住院医疗保险， 年度报销额度一般住
院100万，重大疾病100万，全年最高200万，终身
限额500万。56岁以下免体检。下月停售。”

一些保险代理人还通过微信公众号、 朋友
圈、产说会等方式，传播类似“停售”促销的信
息。这些信息列举6月30日过后消费者将要面临
的重大改变，比如：短险不能长做，“保证续保”
的百万医疗很快将不再保证续保； 大病保险将
大幅涨价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信息炒作概念，真
假莫辨。消费者如果盲目跟风购买“停售”产品，
很有可能成为日后出现纠纷与投诉的隐患。

“保证续保”是销售噱头
保险停售， 一般是指保险公司根据监管规

定或自身业务节奏， 停止销售某一款或某一类
保险产品。

“产品停售前，如果部分保险公司代理人为
冲业绩，虚假宣传夸大价值，则属于监管明令禁
止的违规行为。”湖南一位资深保险人士表示。

记者了解到， 目前保险市场代理人借“停
售”促销的产品，主要为“百万医疗险”之类的健
康险，“保证续保”是主要卖点。市场在售的百万
医疗险几乎都是1年期，极少数分公司推出“保
证续保”超过1年期的产品，通常被认为是销售
噱头。

所谓“保证续保”，是指在前一保险期间届
满后，投保人提出续保申请，保险公司必须按照
约定费率和原条款继续承保的合同约定。 对于
非保证续保的产品，保险公司可能会出现停售、
调整费率或推出替代的新产品等情况， 届时保
险消费者将会面临不能续保的风险。

湖南一家寿险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目前市场上并没有真正保证续保的医疗
险产品， 如果保险代理人称只有其产品是保证

续保的，6月30日以后就买不到了， 很可能在忽
悠消费者，消费者不要上当。

对于近来备受消费者关注的“百万医疗险”，
银保监会在《人身保险产品开发设计负面清单》
中列明，“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 为追求营销噱
头，在短期健康保险中引入‘终身给付限额’‘连
续投保’等长期保险概念，夸大产品功能，扰乱市
场秩序。”

买适合自己的产品才是关键
记者了解到， 监管机构明令保险公司不得

借用自查整改时机，虚假宣传，采取产品“炒停”
等营销策略违规开展保险业务， 违背保险最大
诚实信用原则。

“银保监会19号文”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更
加严格，杜绝误导现象。对消费者而言，购买保
险时要分清楚保障需求和理财需求， 在强化保
险的保障属性、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政策导向下，
消费者无需为买不到合适的保障型产品而着急
发愁。

“不买贵的，只买对的。”中南大学金融创新
研究中心主任饶育蕾表示， 保险消费者应把握
的关键是，买的产品适不适合自己，适合的就不
要太犹豫，不适合的停售了又有何妨？

对于不少消费者关注的“重疾险或在未来
涨价”的问题，省内一位保险专家指出，保险产
品定价是有标准的，“重疾险的定价随消费者年
龄增长而变化，消费者感觉涨价，主要原因并不
在于产品本身。”

在回归保障的价值指引下， 保险业正在加速
转型。保险产品的设计会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科
学，未来，保险消费者将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曹娴）长沙地铁
施工产生的盾构渣土， 每天会送到位于雨花区
东山街道的湖南锦佳东山盾构土环保处置基
地。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这些呈半流质状的盾
构渣土经过处理，有的变成肥沃的园林土壤，有
的分选出砂石实现再利用。

盾构土如果不经环保处理进入受纳场，所
含泡沫剂一旦进入水体，会产生大量泡沫，影响
正常生产生活， 同时对水中微生物造成不良影
响。此外，由于盾构土中含有表面活性剂，难以

晒干，流动性大，如果直接进行矿洞填埋或大量
堆积，可能造成潜在地质危害。

“长沙轨道建设在全国率先推行盾构土环
保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长沙市城管局渣土处主
任毛著介绍。2017年， 经过相关部门的联合调
研、检测，将锦佳环保作为长沙市渣土消纳场所
规划配套环保技术支撑单位。

湖南锦佳环保公司总经理刘寄清介绍，
东山基地于2017年12月建成运营， 目前日处
理量约2000立方。盾构土运来后按土壤性状、

废水性质分类堆放，渣浆初步分离；然后添加
4道药剂，实现泥浆无害化；最后再像“挤豆
腐”一样，让泥浆脱水干化；余水经过处理后
再循环利用。

目前， 长沙的盾构土基本实现了资源再
利用。初次渣浆分离后，分选出的砾石颗粒物
可直接作为建筑基础材料使用； 脱水处理后
的泥块，可加入其他原料焙烧后制成砖，也可
以加入腐殖质等改良为种植土。 这一套盾构
土无害化处理解决方案， 目前已获4项专利授
权。

长沙地铁3、4、5、6号线的建设正在进行。据
预测，2018年至2021年， 全市将产生盾构土约
640万立方。长沙市城管委规划，今年要在天心
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长沙县分别建成5
个盾构土环保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场。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叶飞艳） 记者今天从省人
社厅获悉，《湖南省集体合同审查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已印发，自2018
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据介绍，集体合同是指本省行政
区域内各类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统称用
人单位）与企业职工一方通过集体协
商，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
所订立的书面协议。根据规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
位报送的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议、

女职工权益保护等专项集体合同，统
称集体合同），就协商双方主体资格、
集体协商程序、集体合同内容等进行
合法性审查。

《办法》规定，与职工方签订或变
更集体合同后， 用人单位应当自双方
首席协商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10日
内， 将集体合同文本以及有关材料报
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超
过上述期限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说
明原因。签订或变更区域性、行业性集
体合同的，由区域性、行业性工会组织
按照规定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6月28日上午，省经信委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纪念建党97周年暨“七
一”表彰大会。

表彰大会现场掌声雷动， 委机关
工作微信群被不断刷屏：

“身边的事，身边的人，他们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让人感动！”

“看到10位榜样的视频，我好几次
眼中泛起泪花。 特别是王韬在办公室
加班吃泡面的情景， 以及他因工作走
不开只能和正怀着孕却生病住院的老
婆视频通话时露出的憨笑， 在我脑海
里无法抹去……”

这些掌声，这些感慨，源自于10名
“身边的榜样”。表彰会前，省经信委机
关党委在委机关和委属单位中发出倡
议， 让大家民主推荐身边同志的感人
事迹， 并从中遴选出10名共产党员作
为“身边的榜样”，统一制作视频并在
表彰大会上播出。

榜样的力量，是这样的———
运行监测协调处的龙漪， 与枯燥

冗杂的数据打交道，沉得住气、耐得了
烦，以他为骨干的团队，2014年率先在
全国开展工业运行质量评价工作，连
续4年推出评价报告，得到国家工信部
的表扬， 为省委省政府把握经济运行
态势提供第一手的决策参考资料。他
一直坚持一个习惯，24小时硬盘和主
要数据资料不离身， 随时为全委同事
提供数据支撑，被同事称为“活电脑”。

军品研制监管处的钟年节， 建立

军工能力建设项目库， 与同事连续一
个月每天加班到深夜； 为企业争取国
家支持， 一年里有1/3的时间在外出
差；一个月内跑六七个省份调研，白天
考察学习、晚上赶写报告，最终拿出的
高质量方案成为省军民融合装备技术
创新中心组建的蓝本，得到省委、省政
府和军方的高度认可。

后勤服务中心的蒋忠明， 从某导
弹部队转业后，立志用“管导弹的方法
管好后勤”。他翻出单位数年来厚厚的
能源消耗支出账本， 用自己的计算机
知识，建立起小型数据库，搭建数学模
型进行分析，找到节能规律，改进薄弱
环节，使单位获得“国家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称号。

……
“我们的党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

的，每一位党员都代表着党的形象。学
习‘身边的榜样’，是党的优良传统；用
‘身边事’感染‘身边人’，才能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 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
任曹慧泉深情地说。

省经信委近年来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和促进作用， 对机关各处室支部及
委属各单位党组织开展全覆盖的党建
工作考核， 让机关党建工作由“软任
务”转化为“硬指标”。今年，创新开展
“支部联企业、党员联贫困户，推进党
支部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双联
双推”活动，助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推动全省工业和信息化
及国防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

� � � �保险产品推销“套路”多，不少保险代理人炒作某款产品将停售，
劝诱误导消费者购买———

买保险，选对才是关键
经济视野

盾构渣土化害为利
长沙率先在全国实现盾构土环保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省经信委创新形式表彰先进纪念建党97周年

湖南出台集体合同审查办法

集体合同签订10日内需报审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婷）计划5年完成的全省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已历时两年半，目前进入
“下半场”。6月26日， 省供销社组织对
湘南地区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情
况进行了考察， 全省深化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现场调研座谈会在衡东举
行。

通过搭建惠农服务平台、 重建基
层合作社、土地流转和托管、农村电商
等方式，衡阳、郴州、永州三市的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成效初显。

据了解， 衡阳全市供销系统现有
基层供销社163个， 接近历史最高水
平，其中衡东供销合作社推广“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以惠农服
务公司为主体， 供销社以资本入股撬

动社会资本5000万元共同参股建设，
2017年共流转土地15000多亩， 建成
了黄贡椒育苗和种植等5个农业种养
示范基地；郴州实施“项目兴社”工程，
总投资12亿元的中国供销农副产品物
流园预计在今年内竣工； 永州以湖南
千亿茶业计划为契机， 依托省供销社
直属的茶业集团和公司，打造祁阳、回
龙圩、道县3个优质茶叶基地，实施供
销扶贫，带动富社富民。

省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曾震亚
表示，接下来，供销社必须探索新型
综合改革路径，通过电子商务、大数
据、 云计算、 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
与相关企业合作，给为农服务搭建平
台，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发挥“主
力军”作用。

全省供销社综合改革
进入“下半场”
湘南三市成效初显

水上
演练
6月26日，湖

南省2018年度水
上应急救捞演练
在湘江长沙市望
城区乔口镇水域
举行。图为“湘救
捞02号”500吨级
起重船成功打捞
“沉没”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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