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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宁波市发改委公
布了新一期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
息。据监测，与上期（5月4日～5
月10日，下同）相比，本期（5月11
日～5月17日，下同）列入民生商
品价格监测范围的超市49种商
品价格总水平下跌1.36%，菜市
场 98 种商品价格总水平下跌
0.74%。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跌
幅扩大。本期超市49种监测商
品价格较上期13涨25平11跌，
平均跌幅 1.36%，较上期扩大
0.28个百分点。从种类来看，大
米、食用油、方便面、调味品和牛
奶价格稳中小幅波动，猪肉价格
继续下跌，鸡蛋价格小幅下跌，蔬
菜价格涨跌互现，鱼类价格小幅
上涨，西瓜价格下跌明显。从具
体品种来看，带鱼、青圆椒、青菜

和蒜苗价格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7.29%、6.76%、3.80%和 3.49%，
包心菜、西瓜、苦瓜和土豆价格跌
幅 居 前 ，分 别 下 跌 20.38% 、
15.99%、15.19%和13.25%。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
跌幅扩大。本期菜市场98种监
测商品价格较上期31涨23平44
跌，平均跌幅0.74%，较上期扩大
0.37个百分点。从种类来看，豆
制品、调味品价格基本平稳，食用
油价格小幅上涨、猪肉价格继续
下跌，蛋类价格小幅下跌，蔬菜价
格以跌为主，水产价格以涨为主。
从具体品种来看，带鱼、毛笋、草鱼和
鲢鱼价格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11.63%、7.89%、5.47%和5.03%，
茭白、河虾、茄子和土豆价格跌幅居
前，分别下跌17.90%、13.18%、
8.35%和8.12%。 记者 谢斌

自热火锅、自热米饭，很多人
已不陌生，如今这股“自热风”也
蔓延到了粽子身上。目前距离端
午节已不到一个月，宁波的菜市
场、点心店、超市和各大电商平台
开始飘出粽香，新创意、新品种不
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其中比较
新鲜的就是“自热粽”。

记者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一段“自蒸粽子套餐”的短视频，
这个“12分钟急速出粽”的新产
品来自宁波本地一家知名食品企
业。自热粽的烹制非常简单，原
理跟自热火锅一样，只要用水浸
没自热包，水沸腾后产生大量水
蒸汽，粽子在密封环境下10多分
钟就能蒸熟，市民可吃上热气腾
腾的粽子。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
搜索了一下“自热粽”，发现今年
有不少老字号粽子品牌推出了自
热粽，嘉兴一家老字号企业推出
了3款口味的自热粽，号称“不开
火不洗碗，吃热粽子”。

据记者了解，“自热风”是在
去年疫情期间餐饮行业突围的背
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是“宅经
济”的一次狂奔。随着直播带货、
宅家消费的飙升，自热火锅、自热
便当等快食一下子冲上高峰，中
国餐饮行内的“代餐”业疯狂生
长，涌现出一批销售数亿元的代
餐龙头企业。今年端午，“自热
潮”看上了粽子，有望在电商环节
产生一波旺销行情。

如果说自热是烹制方式“接
地气”的尝试，传统美食的口味创
新、跨界营销更是花样翻新。记
者在甬城超市、食品店等调查时
发现，星巴克、肯德基、奈雪的茶、
喜茶等企业都热衷卖粽子。

“10 枚星冰粽，送时尚礼
袋。”记者来到一家卖咖啡的商
家，品尝了其中两款咖啡风味的
星冰粽。跟传统的肉粽相比，星
冰粽非常迷你，放在手掌上只有
一点点大，约35克重。粽子外面
包着粽叶，打开后，里面晶莹剔
透，可以直接吃。细细一尝，Q弹
的水晶皮，里面的馅料与众不同，
味道更像是甜品。

冰淇淋粽子也是近年出现
的，主要有两种基本款，一种是纯
冰淇淋制作，不加糯米，只是把冰
淇淋做成粽子的样子；另一种是
糯米里面包了一颗“冰淇淋心”。
据商家介绍，这种跨界创新比较
受年轻消费者喜爱，尤其是如今
天气炎热，符合清凉主题。

不过，最让人难忘的还是传统
的肉粽、碱水粽。“最喜欢碱水粽的
尖尖，沾点白糖，那个味道忘不
了。”市民楼小姐说，虽然粽子新口
味那么多，但她还是喜欢传统味
道，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回忆”。记
者从华严菜市场、安鲜双东坊菜场
了解到，今年传统的大肉粽、咸蛋
黄粽、碱水粽较受市民欢迎，价格
也跟往年差不多。 记者 周晖

随着夏天的来临，各大超市、便
利店的冰柜俨然成了人气最旺的地
方之一。不过记者也发现，近几年
雪糕棒冰已经不再是高温天限定产
品，有了更多花样的它变成人们日
常零食的一部分，同时身价也大有
倍增的趋势。

产品琳琅满目
从传统的绿豆棒冰、盐水棒冰，

到使用奶油、巧克力以及新鲜果粒
制作的中高端雪糕、冰淇淋，记者在
欧尚、三江等超市看到，冰品区域各
式各样的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
足挑选。

细看之下，这些产品的“花头”
还真不少。例如在欧尚高鑫广场
店，记者就看到有像五丰和“吾皇万
睡”、巧乐兹和大润发、伊利和迪士
尼这样推出异业联名款的，有八喜
这样打着健康低热的，有阿奇侬这
样“串台”到黑糖珍珠、铁观音奶盖
珍珠等奶茶频道的，也有红宝石、光
明这样大打复古怀旧牌的。

价格越来越贵
前几天，网友“外卖小哥金城

武”晒出的东北雪糕8毛钱的“神仙
价格”在网上引发热议。不过在宁

波，这样的美事并没有被复制。记
者留意到，超市里成盒售卖的冰棍
雪糕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十几元到五
十几元不等，其中二三十元的最
多。按一盒5支到7支包装，每支均
价在三四元。

而一些定位高端的产品，价格
更高。例如欧尚超市里，近几年国
产网红雪糕钟薛高的丝绒可可雪糕
分享装3支售价54元，老牌雪糕“小
贵族”梦龙卡布奇诺口味和车厘子
樱花口味，4支售价36元。即便是
打着“30年不忘初心”的东北大板
价格也不复当年，5支要近30元，最
贵的海燕焦咖黄脆皮口味，5支要
45.8元。

在三江超市，记者看到了14.8
元一支的钟薛高半半巧巧雪糕，
20.8元一支的马迭尔比利时巧克力
味老冰棍和17.8元一支的冰雪怪香
草牛乳口味熊掌型冰淇淋，3支雪糕
加起来，超过50元，比馆子里一份
水煮牛肉这样的硬菜还要贵。

当然，便宜的也不是没有，例如
佑康果真多菠萝8支售价14元，光
明盐水棒冰12支售价14.4元，五丰
绿豆棒冰8支售价13.1元。然而从
总体比例上说，这种一元多一支的棒
冰占比非常少。 记者 黎莉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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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继续下跌

商品

鲜猪肉
猪肉
牛肉
鸡肉
鲳鱼
马鲛鱼
河虾
花蛤
鸡蛋
大白菜
芹菜
香菜
冬瓜
黄瓜
西红柿
花菜

华严菜市场

35.00
23.00
50.00
20.00
28.00
30.00
75.00
6.50
6.00
2.50
6.50
9.00
2.50
4.50
4.50
5.00

白鹤菜市场

28.00
25.00
50.00
10.00
30.00
22.00
45.00
6.00
6.00
1.80
5.00
10.00
2.50
4.00
4.00
6.00

孔浦菜市场

28.00
20.00
50.00
16.00
40.00
35.00
40.00
9.00
6.00
2.00
5.00
10.00
2.50
4.00
4.00
4.00

甬港菜市场

30.00
25.00
49.00
16.00
35.00
26.00
55.00
7.00
5.50
2.00
5.00
11.00
3.00
4.50
5.00
6.00

宋诏桥菜市场

28.00
22.00
45.00
17.00
25.00
18.00
50.00
6.00
8.00
2.00
4.50
10.00
3.00
4.50
5.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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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预防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的发生，筑牢风险防范“防火墙”，也为
了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和依
法维权意识，近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携
手世纪金源物业，走进杭州湾新区汀兰苑
小区开展防电信网络诈骗、存款保险、反
假币等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近年来，各类金融诈骗呈现多发频发
的态势，不法分子充分利用社会公众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薄弱，通过
非法开立、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继
而实施电信诈骗、非法集资、逃税骗税、贪
污受贿、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精心编造
各种骗局，引诱其上当受骗。

本次活动采用发放传单、现场解答、
发放调研问卷、现场教学“六个一律”防
诈宣传语等多种方式，向社区居民进行
金融知识的面对面宣讲：讲解网络诈
骗、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事
件的应对措施，呼吁坚决抵制高额回报

的金融诈骗诱惑，加强金融风险提示，
提高识骗防骗能力；讲解存款保险相关
知识点，包括存款保险的概念、存款保
险的保障范围、偿付限额、保费支付主
体、存款保险标识样式等，并分发问卷
调查了解掌握情况；介绍反假币、不宜
流通人民币、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
的相关知识，现场指导社区居民如何识
假，提醒在菜场、农贸市场等场景收钞
时加强反假意识，告知若持有污渍、缺
失、粘贴、涂改等特征的人民币，可至银
行柜面进行兑换。

本次宣传活动提升了社区居民对于
防电信网络诈骗、存款保险、反假币的
认知程度、依法理性维权的意识和能
力。后续，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将继续联
合周边社区居委会、街道等，持续开展
走进社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积极
营造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为老百姓守
住“钱袋子”。 袁晶晶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走进社区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