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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民用存量天然气每方涨了4毛
居民、学校、养老福利机构等生活用气不调

□记者 段婷婷

12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布非
民用存量天然气调价通知，非居民
用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
米提高400元，并于2014年9月1日
起开始实施。记者了解到，具体涨
价幅度，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测
算，调价不涉及民用气价。

最高门站价格提400元

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9月1日
起，非居民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
千立方米提高400元。山东地区天
然气最高门站价格，存量部分为
2640元，增量价格为3120元，在29
个省市中，处于中等水平。

记者从物价部门了解到，省市
具体执行标准还需要省物价局以
及市物价局相继计算之后，才能出
台具体实施标准。

济南市物价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济南市价格如何调整需要等
待省里方案出台之后，再根据存量
气、增量气数量，以及民用、非民用
数量进行测算之后得出定价。

去年已上调四五毛

据了解，天然气价格分为存量
气和增量气，分别定价。存量气为
2012年实际使用气量，增量气为超
出部分。据悉，全国存量气为1120
亿立方米，因此此次调价影响范围
较大。对于济南来说，工商业用户

虽然数量少，但是用气量大，其用
气量占到城市天然气总供应量的
一半左右。

去年调价落实到济南市，非居
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由每立
方米3 . 61元调整为4 . 14元，上调
0 . 53元，去年7月10日开始执行。车
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
4 . 28元调整为4 . 71元，自2013年8
月5日12时起执行。

发改委此次对非居民用天然
气价格进行调整，为天然气价格改
革方案实施的第二步。

鼓励实行季节性定价

另外，国家发改委通知中提
到，鼓励在终端消费环节推行非居
民用气季节性差价。事实上，冬季
用气量远高于夏季，对于民用、非
民用来讲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据山东济华燃气工作人员表
示，夏季该公司用气量平均为每天
30万方左右，而今冬用气高峰达到
了90万方/天，为夏季的3倍。据了
解，在冬季用气高峰时期，为了保
证民用，不仅会暂停加气站以及部
分工商业用户供气，有时燃气公司
不得不采购LNG进行应急调峰。

为此，济南周边建设多个燃气
调峰基地，淡季存气用于冬季使
用。

济南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
调峰基地正式使用之后，如果相关
单位提出调价需求，季节性差价政
策也有可能会出台。

随着目前人们收入水平的
不断提高，手中的闲钱也多了
起来。然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
奏正使百姓的时间变得弥足珍
贵，如何放心省心地理财成为
了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在职读博的夏先生曾被这
一问题困扰许久，在经过长期
的市场考察和风险评估后，如
今的他已然解决了这一烦恼。

原来，为他解决资产配置
苦恼的是一家在泉城已稳固运
营多年，并取到良好信誉的本
地财富管理机构——— 融捷财
富。据了解，融捷财富曾获得“济
南市第十届消费者满意单位”、

“2013最受消费者信赖的金融品
牌”等奖项，在过去的经验中，融
捷财富依靠其领先于业内的

“抵押+担保”投资保障模式，为

广大投资者实现了获得固定收
益的财富增值新模式。

近期，融捷财富将迎合当
下省时省力的理财观念，在其

雄厚的实力保障和多次获得信
誉单位的基础上，推出多种针
对“懒人”理财的新型财富保值
增值模式。

保本还享好收益“懒人”理财选融捷

汇福鼎财富是我省专业
从事个人财富管理的咨询服务
平台，为大众富裕人群和高净
值人群提供全方位的理财规划,
财富管理顾问服务、个人抵押
贷款信用评估服务、优质贷款
人推荐服务、协议管理服务、回
款管理服务和财富管理服务的
专业投资咨询服务平台。

汇福鼎财富联手省内实
力雄厚的投资担保公司，推出
债权转让的个人理财新模式，
并将中国特色的抵押担保与
世界先进的P2P理财模式相
结合，其特点直接透明，风险
分散，门槛低、渠道成本低。通
过完善的信用审查、严格的风
控措施，打造山东人自己的理
财平台。也正是因为它投资成

本安全且收益回报高，逐渐成
为山东人投资理财的最佳选

择，真正做到了高收益与低风
险的完美结合。

高收益与低风险的完美结合
汇福鼎财富——— 2014投资理财最佳选择

投资方式
投 资 周 期

（月）
起 投 金 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

满月赢 1 5 10

融季丰 3 5 14

融通宝 6 5 16

月捷通
（每月回收收益）

12 5 16

融捷宝 12 5 18

为回报新老客户，融捷
财富即日起为前往公司进行
投资咨询的理财者准备了精
美的礼物。

理 财 热 线 ：0 5 3 1 —
58595555 400-019-9990

地址：济南市经四路万达
广场C座1905

投资方式 投资周期 投资金额
预期年
化收益

账户管
理费

备注

季丰鼎 3个月 ≥5万元 14% 2%

汇通宝 6个月 ≥5万元 16% 2%

月汇盈 12个月 ≥5万元 16% 2% 按月返
收益

汇福鼎 12个月 ≥5万元 18% 2% 按季返
收益

公司活动
为回馈新老客户，即日

起凡到公司咨询具体业务的
客户，有精美礼品相送,可享
受减免账户管理费的优惠。

温馨提示

投资非存款，理财需谨
慎。

理 财 热 线 ：0 5 3 1 -
66676591

地址：济南市经四路万达
广场A座17层1708室

相关新闻

对居民生活影响有限
非居民用气成本的提升会否转

嫁给公众？业内人士分析，这次居民
用气价格不作调整，不会对居民生活
产生直接影响。同时，由于天然气占
一次能源比重仅为5%左右，且下游多
数用气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通过
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进而间接影响
居民生活的可能性较小。

与此同时，气价调整对于部分民
生相关的重点行业将产生影响。最为
明显的就是集中供热成本的上升。按
照规定，居民用气包括居民生活用气、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养老福利
机构用气等，不包括集中供热用气。

对此，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对供热企业的影响，将通过理
顺供热价格，由地方政府给予适当
补贴，以及对个别确有困难的企业
给予适当气价优惠等方式统筹解
决。

此外，对于影响较广的出租车
行业，此次气价提高后车用气价格
与成品油价格相比，仍有成本优势。
发展改革委一位负责人说，气价调
整对出租车成本增支的影响，由各
地根据已建立的运价与燃料价格联
动机制，通过调整运价或燃料附加
标准予以疏导。 据新华社

□记者 徐佳

一直以来济南的长清茶主要走
高端路线，之前的绿茶每斤不低于
600元。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长清
茶的生产者们也在探索在保证品质
的基础上，通过简化包装、降低身价，
逐渐开发出了 2 0 0元左右的大众
茶——— 绿茶。

大众消费超五成

今年6月13日，在第八届济南
茶博会上，长清区6家龙头茶企“抱
团”推销自己，不少茶企的负责人
亲自上场，介绍自家品牌，这是长
清茶首次在济南市民面前集体亮
相。

8月12日，长清茶又有了新动作，
济南市长清北方茶产业研究中心揭
牌成立了，搭建了长清茶产业发展的
新平台。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丽霞说，最
近两年茶叶市场不同了，“要从高端
茶向大众茶转变。”据济南市茶叶市
场流通协会相关负责人估算，目前，
不少长清茶企表示，大众消费已经占
本地茶消费的五成以上。

一个包装便宜四五十元

一直以来长清茶因为产量不高，
走得都是高端路线，不仅市场上不常
见，大家就是想喝也买不到。而最近
两年以来受大环境影响，“大众消费”
成了茶叶企业重点关注的领域。

济南圣虎山茶叶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广荣说，在开发大众茶
方面，首先就是在包装上“做减法”，

“一个手提袋加两包茶叶是我们最简
单的包装，这样一斤茶在包装上就能
省下四五十元。”

“不做重复包装，就能节省近
20%的成本。”山东立泰山茶叶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庆国说。以往
的大包装也更多地拆分为小包装，

“六两变二两，单品价格也从600元降
低到200元，消费者更能买得起。”

首创乌龙茶每斤约200元

除了在包装上进行简化外，济南
的茶叶企业还在开发新的品种上进
行尝试。

12日在长清茶产业发展论坛上，
以夏茶为基础研制出来的泉城乌龙

茶被推荐给了与会者。
“乌龙茶一般采用一芽两叶或一

芽三叶制作，相对于长清区传统的红
绿茶加工成本较低。”济南圣虎山茶叶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广荣说，
春茶收购时，每斤鲜茶的价格在150元
-200元不等，而现在夏茶每斤鲜茶叶
的价格在15-25元左右，按照约五斤鲜
茶炒制一斤干茶来算，“原料成本价格
大幅度降低，再加上其他成本，每斤干
茶的价格在200元左右。”

长清茶看准济南市场

目前长清茶年产量在45吨，有6
家龙头茶企，不过这么多长清茶在济
南却不太容易买得到。在采访中，两
家龙头企业的负责人都表示，期待在
济南布点销售。

“我们在遥墙机场有两个专柜，希
望通过媒体寻找大的代理合作伙伴。”
山东立泰山茶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董庆国说，企业希望能在产品上下
功夫，在销售方面则想和专业的销售团
队合作，来开拓济南的市场。

济南圣虎山茶叶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广荣也表示，“今年内
将在济南开店销售。”

200元一斤大众长清茶悄然上市
往年走高端每斤不低于600元，如今自降价求市场

生产车间内正在进行新茶杀青。 记者 徐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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