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果也好，粮食也好，都属于农副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是正常规律。影响

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量少时价格上升，量多时价格下降。”

——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沈健

“如今，在一二线城市，蔬菜水果的主要消费场景和包装方式已经发生了

变化，包装精细化、经营规范化带来的成本上升，会反映在价格上面，也会反

映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水果价格里。”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从国产水果看，猕猴桃、苹果、荔枝等水果都涨价了，平均涨幅在 20%

左右。涨价的原因主要受天气影响。今年全国大范围遭遇异常天气，如

四川、海南、江浙沪一带等，导致减产严重。像苹果这种日常消费的大

品，去年底也开始大面积减产，导致今年库存较少，价格上浮。”

——盒马鲜生相关人士分析指出

“民生无小事，难以实现的‘水果自由’虽为网民的一种调

侃，但也反映出人们对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的焦虑。有关舆

论 不 宜 对 短 期 价 格 波 动 过 度 解 读 ，而 应 客 观 、理 性 加 以 引

导，减轻民众不必要的焦虑与预期。”

——有关专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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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吃不起车厘子”的调

侃后，其他水果也吃不起的声

音开始出现。往年同时段约 2

元一斤的苹果，现在涨到 10

元左右一斤。部分热带水果

和进口水果也都借势涨价。

近 期 水 果 涨 价 的 原 因 是 什

么？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洋涛

jdwt@henandaily.cn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致文）
5月 19日晚间，传媒界的朋友圈被一款《看
logo猜媒体》的挑战答题小游戏刷屏了。

此款小游戏是河南手机报为庆祝《河南
日报》创刊70周年开发的一款H5产品。初
衷是希望通过闯关答题，展现今天的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媒体矩阵“全家福”，游戏中所有
的logo皆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

这款小游戏一经推出，浏览量就迅猛攀
升。目前，该小游戏参与数据仍在不断刷新
中。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份“五星媒
体达人挑战攻略”，仔细阅读，保证通关！

很多玩家表示，第 1个是河南日报的
logo，但第 2个就不认识了。其实在审题
时，可以注意空格的数量，根据空格数和可
选择的字，进行拼图，很快就会发现规律。
例如第2题，7个空，下面的字中，除了“河”

“南”“日”“报”，还有“农”“村”“版”这些字
可供选择。

有些玩家说，有的logo打了马赛克，这
可怎么猜？在此提醒一下大家，有些虽然
logo打码了，但细节字体并未打码，可通过
这些细节，找出正确答案。

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已经工作5年多
的新媒体编辑苗苗边玩边说：“这里面有好
多 logo我真没见过，就一张图片，一点提
示也找不到，我玩了 20
多分钟，才得3颗星。”小
编收集了大家反馈的意
见，发现大家基本都卡在

“大河健康报”“漫画月
刊”和“期货日报”这3个
logo上。③9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一项国际调查研究显
示，青少年在晚上适当减少使用手机等有屏幕的电
子产品，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缓解疲劳、减少注意
力不集中等问题，并且这种作用在一周内就能见效。

此前有研究发现，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屏发
出的短波蓝光会抑制人体分泌褪黑素，从而扰乱生
物钟，影响入眠。由于青少年的眼睛对光更敏感，
这种影响也更显著。

为证实这种影响，荷兰神经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
人员对青少年使用电子屏的情况及睡眠问题进行了
调查。结果发现，与每天“屏幕时间”少于1小时的人
群相比，使用电子屏超过4小时的人平均入睡时间要
长大约30分钟，也会更多出现睡眠不足的问题。

研究团队还探索了这种影响是否可以逆转。
他们挑选了 25名经常使用电子屏的青少年，通过
在晚上完全禁止“屏幕时间”等方式减少蓝光影
响。结果发现，一周后他们的平均入睡时间减少了
约 20分钟，一些人的睡眠不足症状也有所改善。
研究人员说，睡眠不好不仅直接影响疲劳感、注意
力等，还可能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等方面的健
康风险。他们将进一步研究减少使用电子屏可能
带来的长期健康益处。

青少年少看电子屏
可改善睡眠

@游戏达人们

《看 logo猜媒体》
攻略来了

新闻事件：郑州，6 岁的程智患神经母细胞
瘤，经历了 10多次化疗。小智爱唱歌跳舞，她很
想录唱歌的视频，近日父亲为她录制了一首《感
恩的心》，圆了小智的心愿。

6岁患病女孩想录制歌曲
父亲帮她达成心愿

5 月 15 日，一手 Video
首发相关报道。此后，环球时
报、新浪河南、映象网、中青网
等多家媒体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 5月 20日 16时，视频播
放量达到445万次。③4

传播数据：

445 万

5月17日09时，中国消防
微博首发相关报道。此后，央
视网、环球时报、中国之声、新浪
新闻等多家媒体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5月20日16时，视频
播放量达到566万次。

传播数据：

566 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陈冠男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5月 15日，开封一熟食店着火，致两
人被困，其中有一名仅三个月大的婴儿。消防员到
场后，解开战斗服将宝宝紧紧裹在怀中救出。

让真情常伴你我
用温暖熨帖人心

火场救出婴儿
消防员解开战斗服紧抱怀中

新闻事件：5月 8日，新乡一名小学生放学后给
执勤交警送了一瓶饮料，并说“叔叔天天护送我们过
马路，还帮我们赶走骗我们钱的骗子，太辛苦了”。
交警感动地说：“谢谢你，你站好，叔叔给你敬个礼！”

小学生送水
执勤交警感动敬礼

5月 14日 21时 30分，时
间视频首发相关报道。此
后，人民网、央视网、央广网
等多家媒体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5月20日 16时，视频播
放量达到446万次。

传播数据：

446 万

舆情暖焦点

权威分析

现场 ▏
一袋称过的苹果被丢在角落
超市水果贵到让人不想付账

5 月 19 日，记者走访郑州部分水果
超市、大型超市和社区便利店等，发现水
果价格差别不大，但以苹果为代表的北
方产地水果价格明显高于往年同时段。

在一家超市的角落，记者看到一袋
称好贴过价签的苹果，被丢在超市的隐
蔽角落里无人付账。袋子里仅 4 个苹
果，价格就高达 22 元，单价高达 10.8 元
一斤。在生鲜水果柜台，许多居民在对
各种水果询价后纷纷摇头，感叹鲜果价
格太贵。

记者采访了郑州市金水区聂庄 B 区
一家社区便利店老板，据他说，今年春节
后，苹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他就不再进
货了。“现在苹果价格太高，买的人也不
多，所以干脆不进货。”

记者通过线上调查，发现网友们吐
槽最多的也是苹果价格太高。有人调侃
道，“这不是我在吃苹果，这是苹果在吃
我啊。”有网友表示，为了买点物美价廉
的水果，已经加入了附近水果店团购群
并办了两张会员卡。也有网友抱怨，以
往探望病人都是买水果，现在已经流行
送奶制品饮料了。还有网友自嘲，以往
买苹果都是削皮儿吃，现在已经一改以
往的“浪费”作风，洗洗直接吃了，连苹果
皮都不敢削了。

探因 ▏
部分水果主产区减产 电商渠道增加提升水果产地议价权

为什么平日里向来“低调”的水果，今年
以这样“高调”的涨价形象出现？业内人士
认为，水果价格普遍上涨的背后存在两个主
要推手：一是部分水果主产地减产，二是水
果原产地销售渠道增多、原产地议价权提
升。

郑州万邦物流价格检测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去年水果生产季节，遭遇气候灾害
（台风、冰雹等）影响，北方水果主产区诸如
新疆、山东和山西等地遭遇大范围冻害，导
致产量减少。

同时，今年以来气温偏低，水果成熟期
较常年有所推迟，应季的水果还没有大量上
市。而郑州市面上的苹果主要从山东和新
疆阿克苏等地购进，原产地水果供不应求是

水果价格上涨的主因。此外，今年春季以来
雨水偏多，被雨淋过的水果，保存时间缩短，
也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交易环节成本。

另外，随着众多电商平台下沉，为链接
农产品和消费端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多元
化的销售渠道使得果农拥有了更多销售选
择和与之带来的议价权，水果需求市场被进
一步发掘，不可避免会和不足量的供给产生
矛盾，造成水果进价上涨。

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水
果等产品质量要求进一步提升，要求运输企
业对冷链运输等资本投入提升，也提高了水
果物流成本，送到门店的价格已经很高。一
些热带水果、进口水果也借势提价，凑了个
热闹。

官方发声 ▏
理性看待价格波动

5月 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
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鲜果价格上涨，明显是受
极端天气等季节性因素影响，这种季节性的短
期冲击不具有持续性，鲜菜、鲜果价格上涨不
会持续在高位。

之所以呈现此种季节性，与果树生长规
律有关。以富士苹果为例，每年 5月之后，苹
果处于去库存状态，前期的供应压力将减小，
价格再度走高，6~8月全国产区新苹果还未采
摘上市，而上一年的苹果进入库存尾期，价格
达到季节性波动的最高点，因此在该阶段晚
熟富士苹果的批发价格上涨概率偏大，概率
在 60%以上。

有专业人士预计，随着夏季到来，应季水
果陆续上市后，水果价格会有所下降。③4

扫码玩游戏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钧彦 刘克
军）河南手机报特别策划“我在外国看祖国”微视
频大赛自推出以来，获得海外游子的热情参与。目
前，已收到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埃及和印
度尼西亚等国的海外游子发来的视频。

5月 20日，正在埃及度蜜月的河南小伙儿顾
笑铭发来视频，参加“我在外国看祖国”微视频大
赛。在他眼中，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
及，在不少方面都不相同。

“相比中国而言，这里居民的居住环境相当简
朴。”顾笑铭说道，此外，与中国相比，埃及的食物种
类比较单一，但大量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正丰富着埃
及人的餐桌。本期视频，让我们站在埃及看祖国。

据悉，在新中国成立七十
周年之际，河南手机报特别策
划“我在外国看祖国”微视频
大赛,其间凡在国外的游子，
均可拿起手机，以当地地标为
背景，谈祖国成就、为祖国祝
福，录制 1—3 分钟的视频，参
与大赛。③4

河南手机报特别策划

“我在外国看祖国”
获海外游子热情参与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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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水果价格“涨声”不断

网友：“苹果都不舍得削皮儿了削皮儿了”

美团打车开通服务 采用“聚合模式”参与竞争

省会网约车企业达18家

所 谓“ 聚 合 模
式”，是指以平台模式整合
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多样性的
选择，就像购物商场与入驻品牌商的
关系。不过，美团打车并不是“聚合模式”的
领先“玩家”，高德地图、哈啰出行在去年年
末已相继进入郑州市场。

记者当日体验发现，在美团打车平台上，
目前郑州市用户可叫到首汽约车、曹操出行、
神州专车共 3家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的服
务。待消费者确定出行目的地后，各家网约
车公司会弹出出行估价，此后消费者可自选
由哪家公司来提供服务。

美团打车与滴滴出行的不同在于，美团
是发送订单给多家网约车公司，滴滴是将订
单发给自己的注册司机。

此前，美团打车通过疯狂补贴自营打车
业务，并未取得预期的市场成绩。

某网约车平台河南分公司负责人认为，
美团在今年再次启动打车业务外扩，其核心
诉求依旧是为加速实现“餐饮+出行”这一业
务框架，而采取“聚合平台”的迂回策略，是其

所 能
掌 握 的 为

数不多的选项。
美团方面表示，

郑州的消费能力在美团的
外卖、酒旅等旗下业务单元都有

不俗表现，其充沛的经济体量与千万
级常住人口数量，决定了它对网约车行业

充满了吸引力。
记者从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

处获悉，截至目前，在郑运营的网约车公司或
平台已有18家，其中除少量平台尚未有实际
业务展开外，大多数平台已开通出行业务。

不过，如此多的出行商集聚郑州，并未
给消费者送来太多红包福利。

如记者在当日实测，美团打车发送了 3
张打车补贴，涉及 3家公司合计 24元。而
高德地图，对用户的补贴多为8折限时使用
卡、5元抵用券；哈啰出行提供25元打车券，
但限时领取。

当日记者以金水区双河湾小区到河南
传媒大厦为例进行了消费体验。通过比较
发现，两者之间费用差别均在1元以内——
美团打车在抵用新用户 4元优惠券后最终
扣除8.7元，而以滴滴为代表的自有平台，在
选择“拼车”模式下，价格显示为9.3元。

美团方面也明确表示，新模式侧重在用
技术投入推动用户体验，不会涉及大额补贴。

“高昂补贴换不来用户的‘黏性’，一旦
补贴断档，用户就会重新选择公司‘捡便
宜’。”郑州出行市场方面的相关人士认为，当
前，出行市场的突出问题不是补贴消费者，而
是运力与需求失衡。“谁能在高峰期为消费者
叫到车，谁才是真正的市场赢家。”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张利瑶 丁洋涛

5月 19日下午，美团宣布旗下网约车聚合平

台对郑州消费市场开通服务。

这是继今年 4月，美团在上海、南京

上线开通“聚合模式”后，首次向国内城市

大举扩张。除郑州外，该项服务同步

开放的城市还有苏州、杭州、温

州、宁波、天津、重庆、西

安、成都、武汉等 15

个城市。

郑州网约车平台统计

首汽约车

神州专车

呼我出行

滴滴出行

克穷专车

斑马快跑

叮叮约车

全民用车

飞嘀打车

曹操专车

美团打车

豫州行

阳关出行

万顺叫车

司机点点

江南出行

有象出行

赛可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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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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