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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0糖”产品成为商家的新
卖点，但也有不少消费者疑惑，为什么
一些无糖的饮品喝起来还是很甜？食
用起来真的健康吗？

对此，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主任姚伟峰告诉记者，现在市面
上在售的无糖饮品一般指的是不含蔗
糖、果糖、葡萄糖等，但是很多企业为
了保证口感，会使用赤藓糖醇、阿斯巴
甜等甜味剂来代替，这些代糖不提供

或只提供少量热量。“无糖饮品含有的
其他营养成分也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只是相对一般饮品来说比较健康，消
费者可以选择适量食用。但是，有消
费者认为无糖饮品很健康、可以无限
制饮用，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为有部分无糖饮品含有咖啡因，喝

多了易上瘾，同时还容易引发肠胃胀
气等不适症状。”姚伟峰还提醒，代糖
是否健康仍然存在争议，市民切勿因
为无糖低糖的宣传就过量摄入。“尤其
是对高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来说，应远
离这些无糖饮料。”

有业内人士表示，用代糖替代蔗

糖等已是饮品行业的发展趋势，消费
市场也将迎来快速增长期。但是，随
着入局无糖阵营的企业越来越多，产
品同质化趋势也将愈发明显。如何生
产出更多兼顾健康营养需求和消费场
景需求的产品，已成眼下不少商家的
头等大事。“对企业来说，只有稳扎稳
打，用产品和服务来征服消费者，才能
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尤佳莉）

无蔗糖但含有代糖，饮用应适量

日前，央视财经频道报道了充电宝
涨价，有游客在西湖景区内发现共享充
电宝的收费高达每小时10元，直呼“不
值”。关于“景区充电宝1小时10元”的
话题也在近日冲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
评论，共享充电反而用不起；也有人表示
理解，“景区的商品本来就贵，充电宝适
当提价也合理”。

随着共享充电宝的普及，很多市民

习惯了出门不带充电宝，手机没电了随
手借一台就能充电。但最近，不少人发
现共享充电宝的租金越来越贵，从早期
的1元/小时到现在普遍的3元/小时，甚
至一些景区高达 10 元/小时，涨幅不断
扩大。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共享充电
宝在早期为抢占市场份额时，普遍以免
费或低价的形式来培养用户使用习惯。
在经历几年大浪淘沙之后，少数存活下

来的共享经济企业选择一定程度的涨价
可以理解，但是也要遵循定价的合理原
则，不能把涨价当成“救命稻草”。要知
道，大众对价格的变化是很敏感的，一旦
突破消费者的心理底线，那必定会造成
用户的流失，对企业来说也是得不偿失。

因此，笔者认为，涨价不应成为共享
经济企业实现盈利的唯一出路。一方
面，企业应通过创新加快转变盈利模式，

在优化产品供给和服务迭代升级上下功
夫，不断扩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同时要完
善服务规范，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
的监管，引导企业制定合理的市场价
格。当下，尽管共享经济在发展进程中
遭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相信在有关部门
和企业自身的共同努力下，将很快突破
瓶颈期，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小尤）

共享经济企业须加快转变盈利模式

从去年年末开始，空调行业要涨价
的消息就不绝于耳。进入4月，锡城家
电卖场里一些品牌已经悄悄将部分单品
价格上调两到三成。不过，空调市场需
求相比前些年已渐渐进入平稳期，因而
厂商、渠道商这波提价伴随的是一波促
销活动，不少品牌抢在“五一”前抢占市
场份额。业内人士称，在价格已无太大
优势的当下，服务将成为今年空调行业
的新竞争点。

“大概涨了近30%，而且受产能影

响还缺货。”某国产品牌空调的无锡销售
商告诉记者，涨价主要还是与铜、铝等大
宗金属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相关，以空
调为代表的家电行业承压明显，不少企
业开始寻求向下游消费者群体转移成本
压力。近30%的价格涨幅也是一个不
小的数字，原价2800元的挂机，现在都
在3500元以上。据某家电卖场负责人
称，从4月初开始，格力、美的等品牌陆
续上调了部分单品的价格。“和3月相
比，一台空调大概涨了200元到500元

不等。”不过，一些空调品牌最近都推出
了促销活动，打折下来和原来的价格基
本持平。但也有一些不做活动的库存紧
张单品，价格已经涨上去。从促销成效
来看，市场似乎有点波澜不惊。“空调很
少会有抢购潮，毕竟是刚需产品。但是
也会有一小部分消费者会提前消费，比
如原来打算国庆买的可能现在会提前购
置。”该人士称。

在利润考核日益加码的家电业，早
年的价格战模式已经渐渐式微。另外，

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也加速空调产品的技
术发展，进一步推动行业从价格竞争回
归到价值竞争。有业内人士预测，今年
空调行业很可能开打服务战。记者留意
到，格力在上月宣布将对2021年3月1
日起销售的家用空调提供10年免费包修
服务，美的也于同月打出了“只换不修”
的服务牌。一些家电卖场也和网上购物
平台一样，推出“7天无理由退货”的售后
服务。有的卖场还有免费送支架等配
件、免费清洗空调的增值服务。 （朱洁）

空调品牌促销多

服务成今年家电业新竞争点 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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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公告
无锡市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位于堰桥街道西业路
38号部分生产场地对外出
租，出租面积分别为7100㎡、
4900㎡，仅可用于石料堆
放。公告期：自登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意竞价者可
在公告期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陈国贤 联系电话：
13801516120

遗失启事
·成子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321046543，声明作
废
·熊子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320949371，声明作
废

日前，元气森林发布公告称，在其乳茶产品的标
示和宣传中，没有说明“0蔗糖”与“0糖”的区别，容易
引发误解，为此进行修正升级，将原包装的“0蔗糖低
脂肪”改为“低糖低脂肪”。此公告一出，引发网友极
大关注。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健康饮食的日益关注，“既好
喝又不胖”的新需求催生出了一大批主打“0糖0脂0
卡”饮品进入市场，不少品牌为做好健康生意使出浑身
解数，奶茶店、食品企业等纷纷加入无糖阵营。但是，
号称“0糖0脂0卡”的产品，食用起来真的健康吗？锡
城消费者又是否买单呢？日前，记者走访了市内多家
商超和便利店等，一探究竟。

“店里新到了夏黑葡萄味和酸梅
汁两种新口味，现在的年轻人都爱喝
这款饮料。”在锡山区锡沪路上的一
家大型超市内，一位工作人员正向几
名年轻女孩推荐某品牌的一款“0糖
0脂 0卡”的苏打气泡水。在这家超
市的饮品区货架上，记者看到，摆放
着无糖气泡水、无糖可乐、无糖红茶、
无糖咖啡等多种无糖饮品，价格从3
元至 18元不等，几乎占据了整个货
架的“半壁江山”。正在选购饮品的
市民俞女士向记者表示，她买饮料只

买无糖或低糖的。“我平时就喜欢喝
奶茶和汽水，但是喝太多就容易发
胖。现在这种无糖或低糖饮料的出
现，让像我这样控制不了口腹之欲的
人有了新选择，喝起来也没有太多心
理负担。”

近年来，在健康减肥的风潮下，
降糖已成为国内饮料行业的趋势，饮
料含糖量的高低也成为消费购买与

否的重要考量因素。根据智研咨询
《2020—2024 年中国无糖饮料行业
市场供需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显示，随着无糖饮料市场渗透率不断
提升，其增长率已经远高于饮料总体
增长率。当前，国内无糖饮料市场规
模已从 2014 年的 16.6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17.8 亿元，年增长率达
38%以上。

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大众对健
康饮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无
糖、低糖的饮品成了“香饽饽”，在市
场上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
控制日常饮食来进行健康管理，已成
为不少年轻人的习惯，这也让无糖低
糖成为饮品行业的趋势。伴随新一
代消费群体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企业
会紧跟消费新需求，加入无糖低糖的
阵营。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口感
好又健康的饮品会一直占据市场主
流地位。”

“0糖0脂0卡”成饮料市场新宠

眼下，无糖热潮席卷国内饮料市
场，各大品牌也瞄准这一风口，纷纷推
出无糖产品。如健力宝推出“健力宝
纤维+”运动饮料，主打“0糖0脂”概
念；农夫山泉推出了无糖苏打气泡水；
还有雀巢主推的添加维生素B6、叶酸
等成分的优活气泡水。除了常规的饮
料企业，不少新式茶饮企业也想从无
糖的“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比如喜
茶推出了主打“0糖”的气泡水，星巴克
推出了无糖咖啡……不少消费者对饮
品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表示出感叹，

“现在不管是喝可乐、奶茶、咖啡、气泡
水还是任何其他饮料，都能找到相应
的无糖产品。对消费者来说，实在太
友好了。”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无糖低
糖的风潮不仅在饮料品类中逐步升
温，同时也在烘焙、茶饮、乳制品等多
个食品细分品类中迅速蔓延开来。上
周四，记者来到友谊中路上的五点半

烘焙坊，看到店内有不少消费者正在
选购烘焙食品。记者向店员询问是否
有无糖或低糖的面包，店员为记者介
绍了货柜中摆放着的几款面包。“这些
面包大多是以全麦或藜麦为原料，制
作过程中少糖少油，虽然口感稍逊普
通的面包，但是符合现在消费者追求
健康的理念，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该
店员表示，店内的蛋糕使用的也是纯

天然的动物奶油，营养价值高且口感
清爽不油腻，满足了消费者追求清淡
口味的需求。

在锡城不少超市和便利店里，记
者也看到了越来越多低糖低脂，甚至
无糖无脂食品的身影，包括无糖的口
香糖、酸奶、饼干和冰淇淋等等。当
下，“减糖风”正刮向越来越多的食品
细分行业，大众对无糖产品的接纳度
日益提升，但也对产品品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将进一步带动食品品类
向细分化、多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减糖风”刮向食品细分赛道

成消费市场新热门
专家提醒：过量饮用有健康风险

无糖低糖饮品

刹车或停车时有异响、发动机抖动严重、排气管冒
白烟……许多老司机发现爱车可能存在一些小故障
时，便会前往4S店或汽修厂。但事实上，有些情况并
不是爱车真的出现故障。今天，小保就帮车主朋友们
辨别一些容易被误判的汽车伪故障。

刹车时有异响

1.车辆处于“磨合期”
刹车盘与汽车上的许多部件一样，都有“磨合

期”。新车和新更换刹车盘的车辆，在使用初期还无法
与刹车蹄片达到比较吻合的状态，所以在急刹车、重刹
车时刹车盘会出现尖锐的异响，行驶一段时间后异响
就会消失。

2.刹车盘内进入沙粒
在风沙天气或灰尘较大的路段行驶时，沙粒进入

刹车盘内，也会造成刹车异响，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影响
行车安全。

●温馨提示
如累计行驶3万公里以上的车辆，刹车异响持续

一周以上，且异响越来越大，可能是刹车片严重磨损，
需尽快排查。

新买的车辆发动机抖动严重

新买的车辆发动机抖动严重，有时故障指示灯还
会闪亮。可能是使用不洁的燃油导致供油系统污染或
堵塞。部分车辆的尾气排放监测系统能检测汽车尾气
排放和燃油的清洁状况，使用不洁燃油时会引发燃油
供给、点火、排放系统污染，进而导致发动机故障指示
灯点亮和不同程度的发动机抖动。

●温馨提示
如使用不洁燃油，需先彻底清洁被污染的系统，再

向油箱内添加油路清洁剂，最后按油路清洁剂说明书
的要求加注汽油。

自动挡车辆坡道停车时P挡无法拉动

此类情况可能是因为停车时先踩下制动，又将挡
把放到P挡位置，抬起制动踏板后，车辆会因为自重移
动，导致变速器内的机械锁止装置受力卡住，从而出现
拉动挡把时费力的现象。

●温馨提示
自动挡车辆正确的坡道停车方法是，踩制动踏板，

将变速杆放置在P挡，拉起手动制动器，然后抬起制动
踏板。

无法从内部打开车辆后门

可能是车上人员不小心开启了儿童锁，关闭后即
可正常开启车辆后门。

●温馨提示
不同品牌车辆，儿童锁的位置可能存在差异。一

般情况下，儿童锁基本位于司机侧的前门锁上、后门锁
上或中控台上。

汽车排气管冒白烟

此类情况阴雨天气或冬季时较为常见，因为汽油
中含有水分，如发动机过冷，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
烧会产生水蒸气形成白烟。

●温馨提示
发动机温度升高后，白烟就会消失。
以上5种情况虽然是爱车的伪故障，但车主朋友

们也不能放松警惕。如采取相应措施后，故障未得到
明显改善，建议求助专业人员，对爱车进行全面、细致、
严格的检查，更好地保障行车安全。

爱车遇到这些问题
可能都是伪故障

自己动手就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