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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多5元 巧乐兹3.5元 随变3元
大家爱吃的雪糕冰淇淋涨价10%~25%

“冰淇淋自由”实现了吗
记者走访发现，市面上4元以下的冰淇淋不多了

昨天市场继续弱势调整，沪指
下跌 5.79 点，以 2976.28 点报收，沪
市成交额萎缩到1725亿元，市场再
次变得冷清。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
的龙头易主了。

昨天，沪指直接低开 17 个点，
招商银行等几家银行股仍在调整，
而券商股则遭遇一记闷棍。

前晚，中信证券突发“杀招”，计
划清仓减持所持中信建投4.27亿股
的股份，占总股本比例达5.58%。这
一笔减持的累计金额，如果按照现
在的价格算，大概100亿元。没有任
何疑问，中信建投这个曾经在三个
月前被机构出具做空报告的券商
股，昨天遭遇“一字板”跌停，而且全
天没有开过板。而就在前几个交易
日，中信建投涨势强劲，从 19 元多
涨到26元多。

中信建投的大跌，也给其他几
只前期强势的券商股带来冲击，尤
其是次新券商股更是集体大跌。比
如华林证券同样遭遇跌停，天风证
券跌幅达9.88%。

昨天市场另外一个焦点是，创
业板的龙头易主了。迈瑞医疗上涨
2.3%之后，总市值达到 1923.83 亿
元，一举超过温氏股份的总市值
1903.16亿元，成为创业板总市值最
大的公司。

曾经，乐视网当过创业板的龙
头，之后贾跃亭去造车，步子迈得太
大，结果乐视网“陨落”了。后来，通

过吸收合并实现整体上市的温氏股
份，成了创业板的第一大市值公司。
温氏股份所处的行业是畜牧业，主
业是养猪的。昨天，被社保基金、北
上资金重仓的迈瑞医疗超过了温氏
股份，也算是为医疗股长脸了。

现在的深圳市场，迈瑞医疗总市
值排名第7，排在前6名的分别是白酒
行业的五粮液、家电板块的美的集团
和格力电器、地产股万科A、中小板龙
头海康威视以及银行股平安银行。

其实，从一个市场排名前列公
司所处的行业也可以看出，哪些行
业，哪些领域的公司，是受到机构重
点青睐的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为
投资者指明投资的方向。

最后，简单说一下对后市的看
法。短期市场处于比较敏感的时间窗
口。今天，科创板第一股华兴源创网
上申购，有科创板资格的网友记得去
申购，首只新股的热度应该是很高
的，能中签的话，那达哥提前恭喜了。

就指数而言，最近受到了不小
的压力，主要是银行股承压。最近看
网友留言，有朋友说达哥现在的观
点不太明朗，缩手缩脚的，也不给大
家指明方向。我个人觉得，投资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现在这个阶段，还是
少预测一些，多收集一些信息。短线
的预测，不论是对是错，对我个人而
言其实影响都不大，但对网友而言，
如果说错了，可能影响就不大好了。

（张道达）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走访了锦江、青羊、武侯
等区域的便利店、连锁超市、小
商店等销售终端和冷饮批发商
后发现，和去年相比，和路雪旗
下系列冰淇淋产品今年一上市
就涨了价，大家熟知的“可爱
多”普通甜筒涨价幅度最大，在
终端的建议销售价格涨了 1
元，涨幅达25%，而伊利和蒙牛
的“巧乐兹”“随变”等几款经典
产品在终端也有几毛钱的提
价，涨幅10%~20%。

在青羊区宽窄巷子附近的
一家小超市，店主告诉记者，今
年雪糕冰淇淋一上市，经销商
就把供货价提了上去，“基本店
里卖的产品，供货价都上涨了，
和路雪涨得凶一点。”

该店“可爱多”普通甜筒的
售价是4.5元，店主称供货商建
议卖5元，但是他们店小，担心涨
多了顾客不买账，所以就只涨了

5毛钱，“零售价4.5元，利润只有
6毛多7毛钱，但是这个只能我们
自己消化了。”

而在相隔几百米的金河路
一家小超市内，同款“可爱多”
甜筒零售价则是 5 元，店主说
也是今年涨起来的。

蜀华街石室中学蜀华分校
对面的小卖部老板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和路雪、伊
利、蒙牛等几个知名品牌的雪糕
和冰淇淋均有不同程度的涨价，
和路雪涨幅较大，其他品牌涨幅
相对较小，“一件和路雪的拿货
价相比于去年上涨了19块多接
近20块，算下来一个涨了8毛
多，所以我们只能涨到5块。”

上述三个区域的舞东风、
红旗连锁超市以及全家和711
等便利店内，雪糕冷饮的价格
都标在冰柜上，以“可爱多”甜
筒为例，价格比去年高了1元，
都是5元。

可爱多可爱多 44元元➡➡55元元
巧乐兹巧乐兹 33元元➡➡33..55元元
随变随变 22..55元元➡➡33元元

原因1
冰淇淋雪糕主要原料冰淇淋雪糕主要原料

是奶粉是奶粉、、奶油奶油、、白糖等白糖等，，国国
产奶粉普遍缺货产奶粉普遍缺货、、进口奶进口奶
粉价格大涨粉价格大涨，，白糖价格也白糖价格也
有上涨有上涨

原因2
厂家和经销商的经营厂家和经销商的经营

成本成本、、用工成本也在上升用工成本也在上升，，
所以做出了涨价的调整所以做出了涨价的调整

原因3
冰淇淋从传统的季节冰淇淋从传统的季节

性消费慢慢转向日常休闲性消费慢慢转向日常休闲
消费消费，，很多产品还被赋予很多产品还被赋予
更多的高端内涵更多的高端内涵

说起涨价的原因，上述成都市佳
航商贸负责人称，“这个不是说某些
品牌或者某些经销商的单个行为，而
是行业内或者说经济大环境下的一
个系统的调整，全国都在涨价。”

“从厂家来说，原料成本上涨了，
员工工资等支出也加大了，这意味着
整体的经营成本是上升了，不涨价的
情况下，可能是亏损的，就难以维持
经营了。对于下游的经销商来说，同
样存在包括用工成本在内的经营成
本上升问题，所以经销商也会相应地
在厂商涨价的基础上做出涨价的调
整。”该负责人表示。

冰淇淋雪糕等产品的主要原料
是奶粉、奶油、白糖和巧克力等，而相
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奶粉、白糖等
原材料的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从整体价格走势来看，欧睿咨询
2018年发布的《中国冰激凌市场调研
报告》显示，虽然从 2013 年到 2016
年，冰淇淋零售市场销量持续下滑，
但 2017 年开始逐渐回升，而且零售
销售额在消费升级的带动下仍然持
续上升，整体产品单价提升了4%。

据了解，去年夏天，冰淇淋的零
售价就普涨20%，市场上3元以下的
冰淇淋数量锐减，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的走访也印证了这个情况，现
在市场上的冰淇淋产品，尤其是知名
品牌的产品，基本没有4元以下的。

中华冷冻食品网则援引业内人
士的分析称，提价的主要原因还包括
国产奶粉普遍缺货、进口奶粉价格大
涨以及相关企业运营成本不断提高。

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发展，冷饮
的消费也呈现出相应变化，冰淇淋已
经从传统的季节性消费慢慢转向了
日常休闲消费，而且很多产品还被赋
予了营养、健康、美味、高端的内涵。

今年，和路雪中国方面就推出了
红覆盆子口味的梦龙Double和主打
低脂的So good轻优系列，产品定位
都是高端，价格也都在10元以上，更
不用说雀巢、八喜和哈根达斯等代表
性品牌的高端产品了。

相关业内人士认为，冰淇淋产品
普遍涨价迎合了当下国内冰淇淋市
场越来越高端化的趋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摄影报道

分析分析//
多因素导致涨价
迎合市场高端化趋势

今年以来，很多消费者发现和路雪旗下“可爱多”等冰淇淋产品涨价了，而且涨得还蛮
凶，比如“可爱多”，零售价涨了25%。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走访后发现，不只和路雪，其
他品牌比如伊利、蒙牛的几款畅销产品，价格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据了解，去年夏天，冰淇淋的零售价就普涨20%，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两轮涨价后，目
前市面上4块钱以下的冰淇淋已变得很少见。那么，冰淇淋产品为啥涨价？今年夏天雪糕
冰淇淋还能任性吃吗？

在武侯区燃灯寺路上的一
家冷饮批发店内，店主告诉记
者，和路雪产品涨价比较多，伊
利、蒙牛只有经典的“巧乐兹”
和“随变”涨了价，但是没有和
路雪那么大的幅度。他介绍，

“巧乐兹”的零售价由3元左右
一支涨到3.5元一支，“随变”零
售价由 2.5 元一支涨到 3 元一
支。至于今年为什么这些冰淇
淋产品价格上涨了，店主说是
厂商供货价涨了，但具体厂商

那边为什么涨价，就不知道了。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了解

到，成都市佳航商贸是成都冷
饮雪糕市场的主要供货商之
一。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今年以来雪糕冰淇淋的
价格确实是上涨了，具体来
说，畅销的产品基本上都涨价
了，相对来说和路雪系列上调
幅度比较大，伊利、蒙牛的产
品按比例来看，涨得没有那么
厉害。

零售
一支可爱多甜筒卖5元了

批发
畅销产品基本上都涨价了

涨了

为啥涨

国务院确定进一步降低
小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的措施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创业板龙头易主了

多家商店的可爱多甜筒均卖5元一支

6 月 26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
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
资实际利率的措施，决定开展深
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
改革试点；部署支持扩大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和制造业信贷投放，
促进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决定
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
提高补助标准并设立中等职业教
育国家奖学金。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一段
时间以来各方面多措并举，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下一步，要坚
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
适度，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适
时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确保小微企业贷款实际利率进一步
降低。一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
善商业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
制，更好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在
实际利率形成中的引导作用，推动
银行降低贷款附加费用，确保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二是支持中小
微企业通过债券、票据等融资。完善
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监管考核办
法，提高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能力。
今年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
券规模要大幅超过去年，力争达到

1800亿元以上。三是实施好小微企
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发挥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降低再担保
费率，引导担保收费标准进一步降
低。会议还决定，中央财政采取以奖
代补方式，支持部分城市开展为期
3年的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综合改革试点，在扩大民营和小
微企业融资规模、提高便利度、降低
融资成本、完善风险补偿机制、金融
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引导更
多金融资源支小助微。

为支持创新发展、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利用、促进扩大就业，会议要
求，支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
拓宽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双
创”企业获得贷款渠道，推动缓解融
资难。引导银行对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单列信贷计划和专项考核激励，
不良率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
分点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和考核
扣分因素；探索打包组合质押，拓宽
质押物范围和处置途径。会议同时
要求，要调整优化贷款结构，引导加
大制造业、服务业信贷投放。鼓励大
型银行完善贷款考核机制、设置专
项奖励，确保今年制造业全部贷款、
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的余额均明
显高于上年。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