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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ID为“王澄澄”的
短视频账号引发网友热议。其账号
中晒出与一名身着警礼服的男子
的合影，并称该男子为其父亲。此
外该账号中有一些炫富内容，且疑
似借用沈阳市警用直升飞机进行
视频拍摄。该账号粉丝超过300万，
目前已设置为私密状态。

7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发布
警情通告称，针对网民“王澄澄”在
抖音平台发布的视频引发网民热
议问题，沈阳市公安局会同沈阳市
纪检监察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开
展了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昨
日联系到“王澄澄”本人，对于其账
号晒出照片里的警服男子身份和
飞机等问题，她表示不方便回复，
随即挂断了电话。

警方通报：
网民“王澄澄”其父已退休
视频背景直升机系民用

7月17日下午，沈阳市公安局
发布警情通告称，7月16日，针对网
民“王澄澄”在抖音平台发布其与
身着警礼服的父亲合影视频、以及
利用直升机为背景的视频引发网
民热议问题，沈阳市公安局会同沈
阳市纪检监察部门组成联合调查
组开展了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1、网民“王澄澄”，真实姓名王
某澄，31岁。其父王某江于2022年2
月退休，原系沈阳市公安局巡警支
队某中队教导员，2010年因病退出
科级领导岗位。退休时为二级高级
警长、三级警监警衔。

2、网民“王澄澄”拍摄视频所
用背景直升机，为辽宁通飞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所属H155型民用直升
机。该机停放于法库县财湖民用机
场，日常管理维护由公司负责，沈
阳市公安局仅在承担特殊任务时
租用。王在拍摄抖音视频时，该公
司总经理鲁某未经批准擅自同意
其拍摄。对此，集团公司已决定免
去鲁某总经理职务。

3、王某澄于2017年开始自主

创业，2021年结婚，其丈夫赵某为
沈阳一企业法人。其父王某江在职
期间，已按规定将女儿王某澄创业
经商情况进行了报告。

前合作人：
做了账号前6条视频
“通过炫富来吸引粉丝关注”

据了解，王某澄曾为沈阳一杯
钻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但该公司已于2021年7月注销。
据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王某澄早年
间曾在新加坡留学10年，于2017年
回到家乡沈阳。经过考察，投资500
万元在沈阳K11艺术购物中心成
立了第一家“一杯钻石”奶茶甜品
店。据《沈阳日报》报道，疫情期间，
王某澄曾向一线医护人员捐赠过
奶茶、水果等慰问物资，在河南水
灾事件中又向灾区捐赠了约8万元
的饮用水。

而在短视频平台中，王某澄的
形象则截然不同。有关其内容的账
号开始为几部情景剧，讲述一个闪
婚女孩的故事，之后才有较多的炫
富内容，出现了豪车、豪宅与奢侈
品等元素。如在2022年7月10日发
布的视频中，“王澄澄”记录了自己
一天的花费，总共是15050元；在三
天后，其又发布了一条名为“一个
人住400平房子是一种什么体验”
的视频。

此前，与“王澄澄”有过合作关
系的短视频编导韩小野告诉记者，

“王澄澄”的本名叫王某澄，确为沈
阳“一杯钻石”奶茶店的老板。他在
2020年7月末与沈阳及时行乐文化
传媒公司合作，运营“王澄澄”账
号，运营时原名为“闪婚王澄澄”，
后更名为“王澄澄”，合作了半个多
月，做了账号的前6条视频。

韩小野表示，他对该账号采取
了剧情账号的模式，通过打造账号
人设的方式来进行运营，所定方向
就是“变相炫富的路线”，“通过炫
富来吸引粉丝关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
俊文 实习记者 李毅达

网红用“警用直升机”拍视频？
沈阳警方：非警用，仅在承担特殊任务时租用

济南试行“集中供冷”
不开空调室温26℃左右
近段时间，持续的高温天让

空调成为不可或缺的夏日“续
命”设备。而济南却通过另外一
种方式让大家感受到了夏日的
清凉，那就是——集中供冷。

在济南CBD片区内覆盖
的集中供冷模式自去年试运
行以来，目前已覆盖了近21万
平米的用户。整个项目采用同
一套市政管网，冬天进行供
暖、夏季进行供冷。一家酒店
的工作人员表示，室内不开空
调就能将室温保持在26℃左
右，效果非常好。

对此，网友表达了自己的
疑问：这样的供冷模式是否比
空调节约成本？以后夏天要交
取冷费吗？对于大家关注、评论
较多的问题，最新的解答来了！

问题一：和普通空调
比节省成本吗？

答：目前济南CBD区域
集中供冷项目主要服务业态
为片区内办公楼、酒店、商业
综合体等公建用户，且供冷费
结算采用挂表计量方式，按冷
量结算，用户使用才会产生费
用，不使用无任何费用产生。
这类业态用户使用集中供冷
相比自己建设空调设备，不但
减少了机房占地、冷却塔屋面
占地，且减少了建筑用于空调
制冷的电增容费，而且无空调
外挂机等，经实际运行数据分
析，对于200米以上的超高层
建筑，集中供冷建设及使用成
本低于楼宇单独上空调机组
的成本，对于一般商业建筑两
者的建设及使用成本相当。

问题二：管道是否有
水珠？

答：夏季管道内通冷水将
不可避免会出现管壁结露现
象，针对此类现象，一般通过
良好的管道保温措施减少结
露的发生。用户室内若为暖气
片或地暖形式，目前不适合作
为散冷装置使用。末端散冷装
置一般为风机盘管设备，风机
盘管自带冷凝水收集系统，将
冷凝水排出建筑外，不会对用
户的使用体验造成影响。

问题三：节能减排方
面，是如何实现二氧化碳
减排的？

答：我们将用户侧的所有

制冷设备都集中在能源中心
建设，减少了每一座单体建筑
夏季制冷机组的规模，用户侧
不再出现冷却塔、空调机组等
供冷设施，一方面减少了建筑
机房占地、降低了设备噪音污
染；另一方面节省了建筑整体
投资、降低配电增容量，提升
了建筑外形美观的整体品质。

每家每户在生活中都要
排放“碳”，家庭用电中，二氧
化碳排放量（千克）等于耗电
度数乘以0.785。对于采用化石
燃料的火电机组，用100度电，
等于排放了大约78.5千克二氧
化碳。该项目的推行，一方面
集中建设的制冷设备装机容
量要远低于用户自建制冷设
备之和，另一方面集中供冷采
用的高效节能的机组效率更
高，从而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问题四：是否可以手
动调节温度？

答：目前我们所服务用户
末端散冷设施均采用风机盘
管形式，该种设备自带温度控
制面板，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
求自主调节室内温度高低，以
满足用冷需求。

问题五：这项技术是
今后的发展趋势吗？

答：由于能源和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区域供冷技术因其
高效率的运行和对环境影响
小的主要特点，在近几十年里
逐渐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自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欧洲的
一些商业聚集区，日本一些大
城市的商业建筑群，美国许多
大学校园，都采用这种区域供
冷的方式。典型的案例是法国
的拉德芳斯CBD，日本大阪、
东京新宿新都心。并且，我国
广州大学城，深圳前海、上海
虹桥、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等区
域也采用了区域供冷方式，并
已投入运行。

目前全国使用区域集中
供冷区域大多集中在综合商业
区及大学城等业态，大家对集
中供冷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另
外，集中供冷有它的适用范围，
一般对于具有高密度建筑的商
业聚集区比较适合采用冷暖同
供的集中供热供冷系统。

综合齐鲁晚报微信公号、
爱济南新闻客户端

7月16日，市场监管总局
公众号“市说新语”发布了今
年上半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对雪糕产品的监督抽检情况，
检验项目包括蛋白质、甜蜜
素、糖精钠、阿斯巴甜、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单增
李斯特菌等。

据抽检数据，3137批次雪
糕产品中，有15批次检出不合
格样品，不合格项目为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单增李斯特菌
和蛋白质。其中便有我们经常
听到的小布丁和大布丁。市场
常见的大、小布丁，多为伊利
所生产，但伊利在7月16日晚
间公开表示，抽检不合格的产
品并非自家生产。

抽检结果中因蛋白质含
量不达标被视为不合格的小
布丁，由东莞市新凯冷冻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记者查阅天眼
查发现，该厂家注册资本为50
万元人民币，成立于2005年3
月，法定代表人为尹少禧。

据抽检结果，大布丁同样
因蛋白质含量偏低不合格。此
次抽检不合格的大布丁生产
商为义乌市乐久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
12月，注册资本为30万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为彭强。该企
业向媒体表示，已按照相关要
求召回相关产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张露曦

大、小布丁雪糕抽检不合格

伊利：非自家生产

从通报来看，视频所拍摄的直升
机，是辽宁通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所
属H155型民用直升机，日常管理维护
由公司负责。但微妙之处又在于，它
又是“沈阳市公安局仅在承担特殊任
务时租用”的飞机。坦白说，这就不能
怪一些网友太敏感。

如果只是单纯地炫富，完全可以
用商业飞机或者私人飞机，但想来王
某澄及其拍摄团队，不只是想炫富，还
想炫更多的东西。或许认为，这样带

“沈”字的飞机，阵势和排面一下子就
上去了，流量也就随之蹭蹭往上涨了。
但怎奈有较真的网友发现，这飞机疑
似警用直升机，这才引出更多的质疑。

再加上，王某澄还晒出与身着警
礼服的父亲合影，这就更容易引发人
们联想。身在公务员家庭，尤其是父
母还曾担任过领导干部，尤为需要约
束自己的言行，遵纪守法。要知道，公
职人员的家庭形象，其实也是公职形
象的一部分。中央也一再强调，领导
干部要抓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管好
家属子女，清清白白做人。

公器私用，也向来是舆论场敏感
的腐败领域，哪怕只是疑似公器私
用，也会引发质疑，因为它给人的直
接观感不好。比如这次，如果真是用
警用直升机拍私人视频，甚至还可能
是带有商业味道的网红视频，就是直
接挑战大众对“公器”严肃性的认知。

坦白说，生长在公务员家庭的王
某澄，难道不知道这样容易引发质疑
的直升机不能随便用来炫富吗？与其
说现在网络舆论监督越来越敏感了，
倒不如说，是过往一些公私不分的传
统观念和习惯，越来越和公开透明化
的网络时代格格不入。

我们常说，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但仅有制度的笼子还不够，网络
之上、现实之中，都应该支起一张严密
的、灵敏的、高效的监督之笼。比如，你
敢把公用车辆开进景区、娱乐场所等
非公务场景为私人服务，就要接受来
自周围民众眼睛的监督；你敢把“公器
私用”（哪怕是擦边球）发到网上去炫
耀，就要面临网友的质疑和拷问。

目前来看，通报给出的问题所在
及其处罚是：“网民‘王澄澄’在拍摄视
频时，该公司总经理鲁某未经批准擅
自同意其拍摄。对此，集团公司已决定
免去鲁某总经理职务。”但是该从中吸
取教训的，不只是总经理鲁某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李哲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4月增加
4064亿元，同比降幅收窄4.4个百分点。

随着需求回暖，不少银行发力消
费贷。记者了解到，在2022年二季度，
多家银行集中下调消费贷利率。

目前，四大行的消费贷产品利率
均已下调至4%，对于符合标准的用
户，农行网捷贷年化利率低至3.7%，建
行快贷年化利率最低4%，工行融e借
年化利率最低3.75%，中国银行中银e
贷年化利率最低3.9%。

中国银行某网点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中国银行线下消费贷产品随
心智贷年化利率最低按3.9%执行，“你
有房贷什么的也不影响你申请，一般
都可以按3.9%执行。”

其他银行也推出利率打折、限时
优惠等活动降低消费贷利率，例如招
商银行闪电贷推出7.8折利率优惠，折
后年利率最低3.95%；6月17-28日，徽
商银行快e贷年利率低至3.96%。

但低利率的消费贷款并非每个人
都能享受，工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工行融e借实行的是差异化定价，
不同地区不同分行利率标准不同，贷
款人的个人情况也会影响利率。“一般
是6%，最近有3.99%的利率优惠，但不
是每个人都能申请到的”。而3.75%的
一年期利率，仅限北京地区优质客群。

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也表示，招行
消费贷利率没有具体区间，每个人都
不一样，“有些客户会面临很高的利
率，甚至会高达10%以上。”

中国“飞人”苏炳添16日
在俄勒冈田径世锦赛男子100
米半决赛中，在第二小组名列
第八无缘决赛，未能再现东京
奥运会的神勇。他赛后表示，
因为出发就被打乱了节奏，未
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苏炳添在第二道出发，左
手第一道是日本选手坂井隆
一郎，右边第三道是预赛跑出
最快成绩9秒79的美国名将克
利，同组还有卫冕冠军科尔
曼。苏炳添45米过后还位居第
三，但随后逐渐落后，最终以
10秒30的成绩位居第八。不如
他前一天在预赛中跑出的10
秒15。

克利以10秒02名列小组
第一，成绩也远远落后于前一
天的成绩；科尔曼以10秒05位
列第二。每个小组前两名和三
个小组中另外两名成绩最好
的选手晋级决赛。

“今天一出去就被带乱
了节奏。”苏炳添赛后告诉
记者，“我知道旁边两个选

手都很快，日本选手昨天也
比我快，我不想和他们比，
知道他们会高我一筹，我尽
量去跑自己的节奏。没想到
一起跑就没卡到自己的点，
跑得很难受。”

尽管下个月就将年满33
岁，苏炳添说，能够继续在跑
道上奔跑和奋斗，在自己喜欢
的运动中跑下去，已经感到非
常荣幸和开心。未来几年最大
的目标，“是将成绩保持在10
秒左右，这是一个国际门槛，
只要关键时候能拿出这个成
绩，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都没
有问题”。

由于未来两年比赛很多，
苏炳添说，会有选择地参加比
赛，进行适当调整和休息。“希
望明年能够重整旗鼓，把精神
状态调整出来，从昨天的比赛
（预赛）来看，保持10秒左右的
成绩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苏炳添还会和
队友参加男子4X100米接力
比赛。 据新华社

田径世锦赛男子百米“飞人”大战

苏炳添无缘决赛

多家银行消费贷
利率下调至4%以下

专家：有助于促进消费

消费贷

降价
■ 7月13日，国新办举行了2022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住户部门贷款增长有所放缓，表明上半
年疫情反复对住户消费还是产生一定影响。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多家银行下调
了消费贷利率，不少银行的信用贷产品利率都降低至4%以下。
■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下
调将成为趋势，有助于降低消费信贷持有人的成本，促进对消费
信贷的需求，进而促进消费。

事实上，从2022年年初开始，贷款
利率就开始逐渐下调。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1年12
月20日，1年期LPR为3.8%，5年期以上
LPR为4.65%。2022年1月，1年期LPR
降至3.7%，5年期以上LPR降至4.6%。5
月，5年期以上LPR再次降至4.45%，1
年期LPR不变。

另据2022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
投向统计报告，今年3月份，新发放住
户其他消费贷款利率为7.68%，比年初
和上年同期分别低67和41个基点。

随着利率下滑，消费贷数据逐渐
回暖。

2022年一季度，本外币住户贷款
增加1.26万亿元，但住户其他消费性
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减少1502亿
元；4月，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其中
消费贷款减少1044亿元。5月，住户贷
款“转正”，增加2888亿元。

7月13日，国新办举行了2022年上
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情况新闻发布会，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

示，上半年住户贷款增加2.18万亿元，
其中消费贷款增加6468亿元。

这意味着在5、6月，消费贷款有较
大增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曾刚告诉记者：“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有
助于通过信贷实现稳增长、稳消费，对
整个经济运行大盘具有促进作用。个
人消费贷款利率下调将成为趋势，有
助于降低消费信贷持有人的成本，促
进对消费信贷的需求，进而促进消费，
对经济稳增长大有益处。”

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势，曾刚称：
“原则上来讲，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大幅
下行空间，国内整体利率水平仍将保
持一定的下行趋势，但短期内不会出
现大幅下行。”

曾刚还认为，贷款是双刃剑，必须
要考虑产品准入的适当性。在营销过
程中要提高透明度，禁止过度诱导消
费者，同时设定一定的准入门槛，推动
定价合理化，以保障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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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澄”的事，不能怪网友太敏感

7月15日，湖南怀化，市民在通道侗族自治县一家超市内选购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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