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湿手、湿布有导电作用，不要用湿手、湿布

触摸、擦拭电器外壳……”6月22日，国网西宁供

电公司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组织6名国网青

海电力三江源（西宁电靓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

队员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开

展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内

容丰富、生动有趣的安全用电课。

活动中，服务队员们通过观看视频动画教

学、宣传海报画册、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讲述了

如何防范电器火灾、电力警示标识、家庭电器使

用等安全用电小常识。在讲解过程中，为了能够

使听力障碍的同学一同参与进来，手语老师还在

一旁翻译服务队员们的讲解内容。“雷雨天不能

在大树下避雨，高压线下不能放风筝、钓鱼。”上

完课后，同学们积极地用手语比划着自己学到的

安全用电知识，纷纷表示要争当安全用电小宣传

员，向家长和身边人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当天，服务队员们还对教室、食堂的线路、开

关、灯具、漏电保护器等均进行了细致排查，重点

对学校配电箱、低压线路开展了红外测温，保证

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此外，服务队队员还向

师生们现场演示了电器使用不当容易造成电器

火灾、触电的几种危险操作，叮嘱师生们安全用

电注意事项，并对连接不规范的室内电线、电插

板等进行整理，为在校师生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自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以来，国网西宁供

电公司本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通过开展既有声势又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

动，在全社会营造出浓厚的电力安全宣传氛围。

通过此次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不仅宣传了安全

用电理念，还提高了学生的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孩子们在安全的环境中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下一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还将持续开展

安全用电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

村、进家庭“五进”活动，提高全民安全用电

意识和保护电力设施意识，促进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营造全社会共建共

治共享的电力安全生产工作格局，营造良好的

安全用电环境。 （杨硕 马玉华）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安全用电进校园 暖心服务护成长

烈日当空，来一支冰
镇爽口的雪糕能让人清凉
一夏，但这个夏天不少人还
没吃到雪糕，心就感受到了
凉意。那些潜伏在便利店冰
柜里、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雪
糕，被网友们调侃为“雪糕
刺客”，因为价格上涨在他
们的意料之外。

6 月 24 日，记者走访
多家便利店、超市、冷饮批
发店，以及在电商平台搜
索发现，相比往年，今年市
面上多了不少新的雪糕、
冰淇淋品牌，但少有低于5
元的雪糕，价格在10元/支
以上的雪糕占据半壁江
山。更有甚者，甚至超过50元/支。

“醋王”恒顺醋业跨界卖的雪糕，售价18元
一支，茅台冰淇淋更是卖59元起。为什么平价雪
糕逐渐淡出市场？雪糕市场迈入十元时代背后的
逻辑是什么？

关于定价问题，新兴品牌钟薛高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雪糕、冰淇淋产品从取
材、研发、生产、储存、运输等一系列流程，都需要
严把品质关。在搭建柔性供应链上，投入成本往
往数以亿元计。目前，原材料价格、生产、人工以
及冷链运输的成本都大幅上涨。但是，就目前的
市场反馈来看，消费者更加重视的其实是产品品
质，而不是单纯地看价格高低。

雪糕价格的整体上涨，主要原因是由制造雪糕
的原材料奶、糖、巧克力涨价所引起。如果品牌要在
雪糕行业里耕耘，长期立足，需要生产出与消费者
口味、能力适配的产品，才是长久之计。产品也许会
有高中低档，但终究要回归到市场的真实诉求。

迈入十元时代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在多家线下超市、便利

店的冷柜里，低于3元的雪糕少之又少。而多数
雪糕处于8元-18元之间，除了梦龙、钟薛高等推
出的一些新牌子，一些传统雪糕品牌也推出了高
端雪糕，例如伊利推出了须尽欢系列，单支售价
均在10元以上。

电商平台上，高价雪糕也比比皆是。雀巢、梦
龙、八喜、明治、哈根达斯、马迭尔、宏宝莱等一系
列雪糕品牌，都在高价区。茶饮品牌喜茶近日推
出的冰淇淋，售价也在20元左右。还有不少文创
联名雪糕，也并不亲民。黄鹤楼、西湖物语、沈阳
故宫等景点推出的雪糕售价都在20元上下。

此前，钟薛高旗下推出的一款名为“钟薛高
的糕”的产品，更是被黄牛炒到168元，并在网络
引发议论。前述钟薛高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实际
价格是68元，并非网友误解的百元高价。

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雪糕越来越贵的原
因很多，原材料成本是其中之一。2008年至2020
年，牛奶、淡奶油等原料成本上涨了大约80%。在
消费升级的基础上，消费者对雪糕品质的要求提
高，愿意为高端买单，这是雪糕品牌能进行高端
定位的依据。

对于品牌而言，原料所代表的健康和高端，
可以为品牌带来更大的溢价。此外，从产品设计、
包装、原材料的使用，再到猎奇口味、品牌联名，
雪糕厂商手段奇出，价格便水涨船高。

此外，在记者走访的便利店里，多数场景都
难以找到对应的雪糕价格标签，也引发了用户对
于价格的不满，并嘲以“带刺”之名。

艾媒咨询CEO张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雪糕进入十元时代是受多重因素影响，与物价和
消费水平有关，同时也跟物流以及企业商业利益
的获取有关。过去很多环节的成本，现如今已经很
难支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分销渠道，“如果定价
太低，渠道赚不到钱，缺乏销售的动力，这也是非
常大的一个因素。但对上游商家而言，生产方式比
较固定，原材料和运输物流的成本摊销下去是可
以接受的，所以渠道缓解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认为，从理论上来说，价格应基于市场发
展的合理性。

拆解渠道成本
一名不愿具名的零售行业人士对记者透露，

企业追求利润情有可原，但日益增长的渠道成本
成为无法绕开的死结。层层加码的费用背后，贵
的并不仅仅是雪糕。

“以10元/支的雪糕为例，进入便利店后，就需
要承担各种费用。首先是条码费/陈列费，这笔费用
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少则几千块一个Sku，大到近十
万一个条码，对于很多品牌而言，这意味着还没有
开始卖货，就已经需要承担一笔硬性的成本。”该人
士对于眼下的渠道层层加码表示很无奈。

他进一步解释称，紧随其后的是前后台费用，
也就是业界通常所称的结算价，即指给到单个门
店的销售扣点费用。这笔费用通常在25%-40%之
间，甚至更高。以华东两大知名日资便利店而言，
前台费用基本就在40%，也就是说，一支10元的
雪糕卖出去之后，店铺要拿走4元。再加上运营
费用等，经销商卖出一支10元的雪糕，需要交给
便利店的费用可能超过5元。

此外，在上述层层成本叠加之下，经销商还
需要承担货损、退货、账期等成本。一旦货品滞
销，还会面临末位淘汰。

目前，冰激凌、雪糕类产品在线上销售占据
了较大比例，也是考虑到成本因素。“卖一支2.5
元的雪糕，经销商一般净利润是两三毛钱。1元
的雪糕可能成本只有2毛-3毛，其成分只有水、
香精、添加剂。”另一名雪糕品牌内部人士对记者
坦言，1元的所谓牛奶雪糕可能没有一滴奶，这
样的产品质量也难得到保证。

营销意味十足
即便如此，火热的冰淇凌、雪糕赛道还是不

断有玩家涌入。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5 年到 2021

年，雪糕冰淇淋行业的市场规模，由不足900亿
元增长至1600亿元，六年间累计上涨超90%。

近年来，除了涌现一批高端雪糕品牌，市场
上还出现了跨界和联名的现象。5月29日，由茅
台与蒙牛联名出品的三款茅台冰淇淋在贵阳首
发上市，每份售价分别为59/66/66元。

根据茅台官方数据披露，贵阳茅台冰淇淋旗
舰店开售7小时，销售额破20万元，销售单数破
900单，预制茅台冰淇淋销售4500余个，现制茅
台冰淇淋销售 800 余个，共计销售茅台冰淇淋
5000余个，平均每分钟接待2人次，几乎达到满
负荷状态。

不过，从整体效果来看，茅台冰淇淋偏重营
销的味道更浓。这一现象也存在于诸多文创产品
中。它们普遍存在颜值高、价格高但味道一般的
情况。例如北京故宫瑞兽雪糕、西安城墙雪糕、兵
马俑雪糕等，平均价格高至20元。

张毅表示，价格高达几十上百元的雪糕普遍出
现，首先是源于市场的营销包装和概念贩卖都变
得值钱；其次因为雪糕的消费群体主要以年轻人
为主，他们对商品的社交属性较为看重，所以在这
些网红天价雪糕背后，是社交属性赋予的附加值。

他进一步指出，跨界联名雪糕品牌，售价之
所以非常高，很大程度上是“异业品牌”的需求，

“把雪糕用来作为在年轻群体里面制作话题和露
出的手段，但这种雪糕产品能卖多少，反而不是
他们所特别关心的。以茅台为例，他们的主要目
的其实是想在这场营销盛会里有所露出，把他们
的品牌形象在00后、95后这个新的年轻群体里
有所呈现。至于能卖多少雪糕，或者卖雪糕能赚
多少钱，客观来讲，这跟卖茅台酒比起来是小巫
见大巫，但我们也看到这种行为会对市场产生很
多错觉，造成一定的冲击。”

有人问，“年轻人还能实现雪糕自由吗？”在
社交媒体上，年轻人正在拿“雪糕刺客”这一话题
来玩梗，纾解被跟风涨价的雪糕牌子刺中的消费
心情。那么，“雪糕刺客”究竟刺中的是什么？

对此，张毅认为，雪糕是用来吃的，而不是用
来炫耀的，这也就意味着，高价以营销为噱头的
雪糕，很难有大众化的市场。但市场上一定会存
在高价雪糕来满足一部分群体的需求，“比如说
一些国外的知名品牌，在国内其实已经存在很多
年，这个有他的道理，但市场上没有办法去容纳
这种广泛的存在，也是肯定的。”

十元以上的雪糕在一线城市里比较常见，
而位于中低价位的雪糕，市场上仍然有巨大的
需求。从这一层面看，这恰恰又是其他厂商面
临的机会。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 罗鑫）
记者从25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6
月25日0时至15时，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
炎病毒感染者1例（感染者2363），在丰台
区，为轻型，为社会面筛查人员。该新增
病例因隐瞒轨迹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
晓峰介绍，感染者 2363 于 6 月 17 日、6 月
18日到访新时代国际中心地下一层美食
城用餐，进店时仅出示健康码，未扫码。
因 6 月 20 日已通报的感染者 2342 曾于 6
月16日、6月17日到访过该店就餐，社区

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向感染者2363核实是
否曾到访该店用餐，本人予以否认，其行
为不仅增加了社会面疫情传播风险，同时
也增大了疫情防控难度。

丰台区副区长孔钢城说：“该新增病
例故意隐瞒曾到访过风险地区的行程轨
迹，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目前，
公安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

据介绍，6月24日23时接到“5混1”阳
性病例情况后，丰台区立即启动8小时处
置机制。截至目前，相关风险点位已完成
现场排查、封控管理和环境消杀，初步判
定181名密接人员已全部落实管控措施。

“输入分数、意向专业等信息，系统就
能自动推荐理想的学校和专业，这样的AI
志愿填报真的靠谱吗？”日前，2022年高考
成绩陆续进入查分阶段，不少考生、家长
通过武汉城市留言板询问，网络上推荐的

“AI志愿填报卡”是否真的管用？专业人
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志愿填报不能只
看“大数据”，还应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和
职业生涯规划。

网上兜售“AI志愿填报”
最低仅需50元
高考结束不久，武汉高中毕业生小崔预

估了自己分数，开始琢磨填报志愿。网上推
荐的一款“AI志愿填报卡”，让小崔犹豫了
起来——输入一些关键信息，系统就能自
动匹配、推荐学校和专业，结果能相信吗？

根据小崔介绍，记者搜索并登录了某
志愿填报网站，以湖北地区应届考生身
份，在该网站输入预估分数580分，选考科
目为物理、化学、生物，该网站随即显示该
成绩在省内的预估排名在25292位左右，
并给出一批推荐院校和专业。

网站给出的推荐结果分为“可冲击”
“较稳妥”“可保底”三类，每个类型的推荐
院校数都在100所以上，但页面上仅显示
3所至5所。如“可冲击”包括中国海洋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等，“较稳妥”包括华南
农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可保底”包
括山西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

如点击查看完整信息，则需支付网站
会员费用。支付页面显示，“志愿填报正
式版”原价398元，现优惠价98元，有效期
至今年8月31日。

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有部分应届生
家长反映：“往年高考结束，会出现不少

‘志愿规划师’，像这样的‘AI填报’还是近
两年才多起来。”记者发现，短视频平台
上，“AI填报”系统的售价一般在300元左
右，部分平台上最低的仅需50元。某平台
上，多个商家的“AI志愿填报卡”已售数量
显示40000份以上。

记者以考生身份咨询了一些“AI 填
报”网站，客服人员表示：“我们的数据都
是参考 2021 年和 2022 年的数据，有很大
的可靠性。如果您想把握性更大，可以选
择稳妥型。”

志愿填报不能只看“大数据”
应考虑孩子性格和兴趣
业内人士表示，本质上，AI填报系统

是构建在大数据基础上的高考志愿填报
辅助系统。因此，数据是否准确，是衡量
其参考价值的最重要因素。

对此，已经从教23年的武汉高中名师
张志凯分析，湖北省2021年才进入新高考
模式，高考学科组合方式很多，近三届各
种学科组合的选科人数变化很大；同时，
由于国家教育改革和高考改革在不断探
索和发展过程中，大学录取政策变化也很
大。因而对于湖北考生而言，智能填报辅
助系统所提供的意见，仅仅是填报志愿时
的一种参考，不能轻信其数据运算结果。
此外，每年都有不少院校存在征集志愿的
情况，也会对数据准确性造成很大影响。

张志凯说，AI填报系统的作用是大数
据筛查，很难提供个性化推荐。“在同样的
分数段，AI系统给所有考生的推荐结果是
类似的，却无法分析每个孩子的性格特
点、职业兴趣等。”

“高考志愿事关孩子一生的发展方向
与职业选择，不是简单的数据计算就能解
决的。”今年刚刚带完一届高三毕业生的
武钢三中教师刘江华说，志愿填报首先应
该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
并在此基础上去选择孩子心仪的城市、大
学和专业。

刘江华认为，家长和孩子一起讨论分
析，不仅仅是一个填报志愿的过程，同时
也是一个加强亲子交流、传递价值观与人
生理念的过程。“在这些问题已经想清楚
的前提下，如果很难下定决心，再借助智
能填报系统提供进一步的参考意见，才是
相对理性的做法。” 本报综合消息

“雪糕刺客”们为啥这么贵
填高考志愿不能仅靠填高考志愿不能仅靠““大数据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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