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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动态】 

 

 

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春节期间市场保供工作 

  

1 月 6 日，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春

节期间市场保供等工作。 

会上，我厅徐湘平厅长就我省元旦春节期间节日市场供应工作

部署安排情况作了汇报。徐湘平汇报说，一是及时安排部署全省

2020 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工作，下发《关于做好 2020 年元旦

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二是认真组织“两

节”“两会”期间全省冻猪肉储备投放工作，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开

始启动全省储备冻猪肉投放，投放时间约一个月，全省拟投放 3000

吨；三是加强市场监测，稳定市场预期；四是加强节日市场检查和

节日值守；五是积极组织企业开展节日促消活动。  

  会议原则同意我省元旦春节期间节日市场供应工作安排。会议

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测预警和市场监管，做好应急预案，

积极增加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猪肉及牛羊肉等替代品供应，保持重要

民生商品价格基本稳定，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

氛围。   

  我厅市场运行处主要负责人陪同参加汇报。 



- 2 - 

 

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1 月 9 日，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总结 2019 年工

作，部署 2020 年工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并讲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巡视员罗建军主持会议，我厅党组书记、厅长

徐湘平作工作报告。 

    何报翔指出，2019 年，全省商务战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较好地完成了省

委省政府赋予的各项目标任务，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工作成为了全

省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2020 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为“十

四五”开局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之年。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细化工作，列出任务书，拿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在

稳增长、促消费、强龙头、补短板、优平台上下真功求实效，确

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徐湘平指出，2019 年是艰辛繁忙、卓有成效、全面丰收、

创新突破的一年。去年，全力稳增长，主要指标逆势攀升；合力

办大事，首届中非博览会成功举办；着力强龙头，商务主体发展

壮大；大力促消费，内贸流通创新发展；致力保重点，各项工作

协调推进；强力打基础，开放环境更加优化。他指出，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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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点抓好全力申报创建湖南自贸区，推进外贸持续增长，坚持

高水平“引进来”，推动高质量“走出去”，建设强大国内省内市场，

发挥开放平台作用，打造中非经贸合作示范高地，加强党的建设

和机关建设等八个方面的工作。 

长沙市商务局、永州市商务局、长沙经开区、益阳高新区在

会上作交流发言。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

各市州政府分管副市州长、商务主管部门和各单列的口岸主管部

门主要负责人，国家级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

省商务厅全体厅领导、厅直属单位和厅机关各处室（中心）主要

负责人参加会议。省商务厅机关四级调研员以上处级干部、省商

务服务中心各部部长以上干部列席会议。 

 

 

湖南日报围绕我厅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思路举措

专访徐湘平厅长，并于 1 月 9 日刊登相关报道，全文如下： 

 

抢抓机遇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访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 

 

    “湖南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已迎来最佳机遇期。只要我们

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发展机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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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自身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就一定能够推动全省商务事业再上

新台阶。”1 月 8 日，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形势做了深入分析和科学研判，对

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

更趋明显，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中部地区面临国际和沿海产业加快转移、国家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机遇，我省呈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

增强的良好势头。 

    徐湘平说，从国际形势看，全球化虽然遭遇回头浪，但大势

浩浩荡荡，信息、资金和技术跨境流动更加频繁，全球治理格局

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方向加快调整。 

    从国内形势看，虽然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但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强、动力足、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经济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就湖南而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了“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推出开放强省“五大行动”，构建了“1+2+5+N”的开放崛

起推进体系，开放合力不断增强，开放氛围日趋浓厚，开放成效

日益显现。全省 16 个国家级园区、123 个省级园区、5 个综合保

税区、10 个指定口岸等开放平台竞相发力，国际经贸“朋友圈”

拓展至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510 家“三类 500 强”企业在湖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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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业，1600 家湖南企业走进 93 个国家和地区，开放型经济各

项指标“十三五”期间均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速。 

    2019 年，全省商务系统迎难而上，主攻稳外贸、稳外资、

促消费、促外经、促就业，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超额完成，部分指

标全国领先，发展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徐湘平说，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实施引进来、走出去，

积极申报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实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大力

拓展多元化市场，继续保持外贸增长势头。2020 年全省商务系

统的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外贸持续增长，“确保 5000 亿、冲刺 6000

亿”；坚持高水平“引进来”，突出招大引强和引进外向型实体企

业，争当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推动高质量“走出去”，深耕重点

区域，引导湘企“抱团出海”；搞活流通促进消费，深入推进“流

通千百工程”，持续推动消费升级；发挥开放平台作用，全力争

取并建设好湖南自贸区，持续打造国际物流体系；打造中非经贸

合作示范高地，提前谋划筹备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持续推进

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徐湘平表示，全

省商务系统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推动商务和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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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首届湖南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政企交流
会暨湖南产业招商经理人联盟年会在长沙举行 

 

    1 月 5 日，由我厅指导，湖南-粤港澳产业转移综合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湖南产业招商经理人联盟（以下简称招

商联盟）联合主办的 2019 首届湖南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政企交

流会暨湖南产业招商经理人联盟年会在长沙举行。我厅党组副书

记谭平、省工商联副主席李曦出席并致辞。省工商联、省发改委、

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驻广办、省驻深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

近 300 位湖南产业招商经理人参加。 

谭平在致辞中表示，2019 年湖南商务工作逆势崛起，亮点

纷呈。2020 年省委省政府将继续推进产业项目年建设，省商务

厅将突出产业链招商，坚持招大引强，高质量承接，不断创新招

商方式，继续推进市场化、专业化招商。他希望各位招商经理人

抢抓机遇，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优秀的专业素养，不断挖掘招

商资源，深入研究我省和转出地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更好地服

务客商，推动项目落地。 

会上，金荣集团董事长、招商联盟荣誉主席李文金介绍了金

荣集团 EPC+O 模式和服务中心；招商联盟、服务中心分别作工

作报告；澧县招商促进事务中心作县域产业推介，邮政储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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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分行作金融产品推介。省直相关部门和邮储银行省分行相

关代表从产业聚集、产业转移、招商平台、政策支持、金融支持

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分享。 

 

 

王庭恺副厅长率队赴上海昆山考察对接 

 

为抓早抓实 2020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以下简称洽

谈周），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1 月 6－7 日，王庭恺副厅长

带队赴上海、昆山对接洽谈周相关筹备工作,考察洽谈周活动场

地，拜访星巴克臻选上海烘培工坊、上海浦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昆山福立旺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台协会和台湾青年创业孵

化基地。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姚晓强参加洽谈周活动场地

考察。厅办公室、投资处、承接产业处、台港澳处及省台办经济

处相关负责人参加有关考察或拜访。 

拜访上海浦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时，范亚泉常务副会长介绍了

协会发展情况及建立上海浦东总部共享服务中心（平台）的运作情

况。王庭恺表示，浦东新区是中国内地跨国公司资源最为富集的区

域，集聚了 320家跨国公司总部、340多家《财富》500强公司投

资项目 1000多个，外资研发机构 500多家。浦东外商投资企业协

会为企业服务的理念和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希望利用协

会的平台优势，建立常效合作机制，促进湘沪两地的经贸交流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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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庭恺介绍了我省将于 5 月下旬举办的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

洽谈周，并请协会在邀请 500强高管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欢迎协

会组织浦东企业来湖南考察。双方还就合作的具体形式和内容进行

了深入探讨。 

 

 

【开放型经济】 

 

 

周越副厅长会见蒙古国乌布苏省 BAYAD 民族
商会理事一行 

  

    1 月 6 日，我厅周越副厅长在长沙会见蒙古国乌布苏省

BAYAD 民族商会理事塞纳雅布﹒木库一行。亚洲处负责人和华

天国旅、玉松食品等省内企业参加会见。 

    周越对塞纳雅布﹒木库一行到访湖南表示欢迎。他指出，湖

南与蒙古资源互补性强，今后应加强文化、贸易、投资方面的合

作。在双边贸易方面，鼓励大量进口蒙古产品，并应将双边需求

清单化，夯实合作基础。现阶段处于探索期，可主要推进蒙古牛

羊马肉进口湖南以及湖南水果、茶叶、烟花出口蒙古，并着力保

障商品供应量和质量的稳定性以及物流的畅通性，为后续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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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奠定基础。 

塞纳雅布﹒木库表示，蒙古是世界上牛羊存栏数最高的国

家，也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消费

习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表达了与湖南加强矿业、旅游业和肉

类产品等方面合作的意愿。 

 

 

王庭恺副厅长带队赴商务部汇报对接工作 

  

    2020 年上班第一天，我厅王庭恺副厅长带领投资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赴商务部外资司和台港澳司汇报对接工作。商务部外资司副司

长叶威、台港澳司二级巡视员朱莉分别会见了王庭恺一行。 

王庭恺分别汇报了湖南 2019 年利用外资工作及对台港澳经贸

合作情况。她表示，湖南近年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

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全省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居全国

第六、中部六省第一，创历史最好水平；湘南湘西示范区建设强力

推进，平台引资效应提升；“粤港澳洽谈周”等重大活动创新提质，

与台港澳经贸交流向纵深推进，成效明显。她请求商务部在真抓实

干激励工作中给予湖南更多指导，并进一步加强对湖南工作的指导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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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威和朱莉对湖南的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湖南在新年

伊始就加强与商务部的对接表示高度赞赏。叶威表示，湖南利用外

资潜力很大、来势很好，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及

配套法规政策，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动国家级经开区创新

发展。朱莉介绍了台港澳司 2020 年的工作重点，并希望湖南持续

推进对台港澳地区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在京期间，王庭恺一行还拜访了京东集团、乾通互连、龙之旅

控股集团，就企业在湘投资合作、设立区域总部等事宜进行了对接。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建设依托单位答辩评比 

会议在我厅召开 

  

1 月 3 日，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建设依

托单位答辩评比会议在我厅举行。湖南大学谢赤副校长、湘潭大

学李伯超校长率队参加答辩会，厅综合调研处、西亚非洲处、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秘书处会同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省财政

厅对外经济贸易处组成 6 人评委团。 

答辩会开始前，评委充分沟通了评分细则，统一了评分标准。

答辩会开始后，湖南大学与湘潭大学依次入场参加评比。每轮答

辩共设现场介绍和现场问答两个环节，首先，两所院校分别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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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条件及经费投入安排、对非研究与经贸研究基础、与非洲学术

交流合作情况、市场实践经验、筹建设想及建议、运营及可持续

发展思路等参评要求事项进行自我阐述；进入现场问答环节后，

评委与院校参评团队代表开展了深入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两所院

校各自的优势和筹建规划。每轮答辩结束后，依据各院校阐述内

容及答辩情况，评委认真细致地给出了分数。 

通过此次现场答辩，进一步科学有序地推动了研究院筹建工

作。下一步，研究院筹建工作评审领导小组负责将评比结果呈报

省委、省人民政府审定。 

    会前，罗双锋巡视员会见了谢赤与李伯超一行，并与他们就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我省大力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新功能 

 

2019 年底，省政府口岸办与省商务服务中心联合海关、税

务、银行等有关单位在全省 14 个市州进行了一轮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两步申报、出口退税等 4 项新功能全覆盖式推广培训，全

省商务（口岸）系统干部及园区、企业代表 2024 名参加。 

本轮推广为满足企业需求，根据国家口岸办的目标任务，直

接面向全省进出口企业、生产企业、代理委托企业及商务（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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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负责同志进行的一轮面对面、全覆盖、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

主要内容包括：两步申报、出口退税、许可证申领、金融服务等

4 个新功能模块，同时还对已上线的相关功能模块产生的疑问进

行解答。企业对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很感兴趣，参与积极性很高，

现场有近 2000 人扫码入 QQ 群，期望保持业务沟通，长沙埃索

凯生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积极要求开展出口退税测试，并在 24

日成功完成首单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测试。培训活动得到了省内媒

体的广泛关注，湖南日报、红网、长沙晚报、华声在线、人民网

等主流媒体发表新闻简讯 44 篇。 

湖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17 年上线以来，已对接落地国家

标准版应用项目 63 个，研发上线的湖南特色项目 16 个。2019

年，全省应用企业达到 1.4 万家，全省累计申报量达 542 万票，

在中部地区排名第 3 位，货物申报、舱单申报、运输工具申报三

项功能覆盖率稳定达到 100%。其中，总应用票数、报关申报票

数、上线企业数 3 项指标分别比 2018 年上升 2545.54%、46.49%、

100.69%。 

 

 

2019 全省会展业发展亮点纷呈 

 

    2019 年湖南会展业发展亮点纷呈，全省全年举办各类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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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650 场，展览面积达 700 万平方米，展会直接收入超过 35

亿元。省会长沙城市会展综合竞争力指数连续三年以明显优势荣

获副省级以下（不含副省级）城市第一名。重点展会活动的国际

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明显提升。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期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宣布开幕并致辞，53 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联合国

工发组织等 10 余个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中国 31 个省市区、新

疆建设兵团，150 家中央企业（含子公司）参展参会，本届博览

会签署合作协议 84 个、金额 208 亿美元。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

览会展览面积达到 8.1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 1589 家，三天

总参观人次达到 19.4 万人次，本届展会有 31 个省、市、自治区

组团来湘参会参展。澳大利亚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在现场设臵国

家馆。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共吸引了 38 个国家、11 个

省级展团的数千家知名企业前来参展。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根据

省委省政府要求。立足专业化、国际化、高起点、有特色的办展

宗旨，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 21.3 万平方米，汇聚 1150 家参展

企业，24 家全球工程机械 50 强主机企业、14 家世界 500 强配套

件企业，吸引 18 万人次专业观众观展，现场交易额突破 200 亿

元。 

 

【市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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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1 周湖南钢市价格涨跌不一 

 

2020 年第 1 周（1 月 1 日- 7 日），对全省 57 家钢材流通市

场监测显示，与上周比（下同），钢材市场价格涨跌不一。原燃

料方面，铁矿石市场价格震荡上涨，废钢市场价格小幅波动，焦

煤市场价格涨跌互现，焦炭市场价格平稳运行。主要钢材品种中，

建筑钢材市场价格止跌企稳小幅上涨；热轧板卷市场价格继续下

跌；冷轧板卷、中厚板、大中型材市场价格保持稳定。具体情况

如下： 

建筑钢材市场价格止跌企稳小幅上涨。截至 1 月 7 日，

Φ6.5mm 高速线材均价 4160 元（每吨，下同），Φ25mm 二级螺

纹钢均价 4010 元，较前一周均上涨 50 元。据对长沙市场建筑钢

材库存量跟踪调查显示，目前建筑钢材库存总量约 13.5 万吨，

较前一周增加 0.6 万吨。其中螺纹钢和线材库存量分别约 9.5 万

吨和 4 万吨，较前一周均增加 0.3 万吨。上周全省建筑钢材市场

价格止跌企稳并小幅上涨，市场成交有所好转，大户经销商日均

出货量达到 1000 吨以上。上周 56 家钢厂 140 次调整建筑钢材出

厂价格，上调与下调各半，其中上调幅度在 10-110 元之间不等，

下调幅度在 20-380 元之间不等。对全省建筑钢材市场价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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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盛隆冶金对螺纹钢、高线出厂价格均上调 30 元；韶钢对

螺纹钢、高线出厂价格分别下调 380 元和 200 元。钢厂开工率方

面，上周线材开工率 80.88%，较前一周上升 0.49%，螺纹钢开

工率 81.79%，较前一周回落 2.86%。2020 年第一周，市场释放

的积极因素较多，市场心态乐观，对稳定建筑钢材市场价格起到

一定的利好作用。一是央行降准，释放约 8000 多亿元资金，市

场资金面宽松，短期提振市场信心；二是专项债发放速度较快，

在提前发放的 1 万亿专项债中，有 12 个省市计划在 1 月份发行

4386 亿元，使春节后的需求得到一定的保障；三是中美达成第

一阶段协议，外贸形势趋于缓和。春节前建筑钢材市场价格主要

受以下二个方面影响较大，一是建筑钢材市场供应压力将有所缓

解。随着春节将至，春节前后钢厂环保限产、检修减产增多，电

炉钢厂将陆续限产停产，钢厂产能释放速度将放缓，有利于缓解

供应端的压力。再加上近一段时间以来，热板卷市场价格高于建

筑钢材，钢厂倾向于热板卷生产，建筑钢材资源供应压力将有所

缓解；二是市场需求将逐渐减弱。随着春节临近，下游实际需求

也将逐步减弱，市场需求将转向以增加库存为主。预计下周建筑

钢材市场价格将呈平稳波动的态势。 

冷热板卷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有跌。截至 1 月 7 日，1.0mm 冷

板均价 4480 元，3mm 热板均价 4050 元，与前一周分别持平和

下跌 70 元。据对长沙市场冷热板卷库存量跟踪调查显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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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场热板卷库存量约 4.8 万吨，冷板卷约 1.1 万吨，较前一

周分别增加 1.3 万吨和 0.05 万吨。热板卷方面：上周全省热板卷

市场价格继续下跌。涟钢、新钢、天铁等钢厂新到资源陆续补充，

市场库存上升，市场资源较齐全。市场需求日趋减弱，下游用户

基本按需采购，大户经销商日均出货量约 100-200 吨不等，属较

差水平。上周调整热板卷出厂价格的钢厂不多，其中沙钢对热板

卷出厂价格上调 180 元；涟钢对热板卷出厂价格下调 160 元；酒

钢对热板卷出厂价格维持不变。钢厂开工率方面，上周热板卷开

工率 97.18%，与前一周持平。冷板卷方面：上周全省冷板卷市

场价格继续保持稳定。市场涟钢、柳钢等钢厂新到资源较少，市

场成交趋弱，主要经销商库存量维持在 1000-2000 吨不等，市场

销售压力不大。上周涟钢、酒钢均对冷板卷出厂价格维持不变。

钢厂开工率方面，上周冷板卷开工率 86.36%，与前一周持平。

当前下游需求逐步减弱，成交较淡，临近年末市场出货意愿较强。

预计下周冷热轧板卷市场价格将以震荡偏弱运行为主。 

中厚板市场价格保持稳定。截至 1 月 7 日，6mm 中板均价

4250 元，20mm 中板均价 3950 元，与前一周均持平。据对长沙

市场中厚板库存量跟踪调查显示，目前，长沙市场中厚板库存量

约 2.2 万吨，较前一周减少 0.1 万吨。上周全省中厚板市场价格

保持稳定，湘钢等钢厂新到资源较少，市场库存持续下降维持在

较低水平。上周 16 家钢厂 16 次调整中厚板出厂价格，其中沙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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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阳钢铁、金鼎重工分别对中厚板出厂价格上调 150、20 和 20

元；萍钢、唐钢、酒钢均对中厚板出厂价格维持不变；西城钢铁、

华伟钢厂、韶钢分别对中厚板出厂价格下调 10、20 和 330 元。

钢厂开工率方面，上周中厚板开工率 88.33%，较前一周回落

3.33%。随着春节临近，下游实际需求减弱，市场成交零星。好

在中厚板市场总体库存压力不大，市场心态比较平稳。预计下周

中厚板市场价格将继续以平稳运行为主。 

大中型材市场价格保持稳定。截至 1 月 7 日，18#工字钢均

价 4010 元，12#槽钢均价 4080 元，与前一周均持平。上周全省

大中型材市场价格以稳为主，市场成交不佳，实际成交中有一定

的优惠空间。上周 3 家钢厂 8 次调整各类大中型材出厂价格，均

表现为维持不变。钢厂开工率方面，上周大中型材开工率 90%，

较前一周上升 15%。当前下游行业基本按需采购，工地陆续停工

放假，大中型材市场需求减弱。经销商以消化手中资源为主，组

织订货较谨慎。预计下周大中型材市场价格将继续以稳为主。 

 

 

2020 年第 1 周湖南省生活必需品 

市场价格以涨为主 

 

2020 年第 1 周（1 月 1 日－7 日），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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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涨为主。重点监测的 174 种食用农产品价格，环比（以下皆

同）上升的 84 种，占 48.3%；下降的 68 种，占 39.1%；持平的

22 种，占 12.6%。从大类看，肉类、水果、水产品、奶制品零售

价格上升；蔬菜、蛋类、禽类、食盐、食糖零售价格下降；粮食、

桶装食用油、饮用水零售价格环比持平。 

本周生活必需品市场主要特点如下：  

一、蔬菜零售均价回落 

元旦佳节期间，市场蔬菜供应充足，整体菜价出现回落态势。

监测显示，蔬菜零售均价 6.73 元/公斤，环比下降 0.15%。重点

监测的 30 个蔬菜品种，14 涨 16 降。其中，豆类全线上涨，瓜

菜类涨多跌少，甘蓝类全线下降，叶菜类、根茎类跌多涨少，茄

果类、葱蒜类涨跌互现，各品种蔬菜涨幅均在 5%以内。 

1.从类别来看：叶菜类价格 1 涨 4 降，生菜价格上涨，涨幅

在 2%-3%；菠菜、芹菜、油菜、大白菜价格下降，菠菜降幅在

2%-3%，芹菜、油菜、大白菜降幅在 1%-2%。甘蓝类价格全线

下降，西兰花降幅在 2%-3%，菜花、圆白菜降幅在 1%-2%。根

茎类价格 3 涨 4 降，莲藕、土豆、生姜价格上涨，涨幅在 1%-2%；

白萝卜、莴笋、山药、胡萝卜价格下降，白萝卜降幅在 3%-4%，

莴笋、山药降幅在 2%-3%，胡萝卜降幅在 1%以内。瓜菜类价格

4 涨 1 降，西葫芦、冬瓜、苦瓜、南瓜价格上涨，西葫芦涨幅在

3%-4%，冬瓜涨幅在 1%-2%，苦瓜、南瓜涨幅不超过 1%；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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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降，降幅在 1%-2%。豆类价格全线上涨，豆角涨幅在

1%-2%，豆芽涨幅不超过 1%。茄果类价格 2 涨 2 降，茄子、辣

椒价格上涨，茄子涨幅在 2%-3%，辣椒涨幅不超过 1%；青椒、

西红柿价格下降，青椒降幅在 2%-3%，西红柿降幅在 1%-2%。

葱蒜类价格 2 涨 2 降，蒜头、韭菜价格上涨，蒜头涨幅在 1%-2%，

韭菜涨幅不超过 1%；大葱、洋葱价格下降，大葱降幅在 3%-4%，

洋葱降幅在 1%以内。 

2.从价位来看：白萝卜每公斤（下同）价格 2.36 元，是当期

价格最低的蔬菜。大白菜价格低于 3 元；豆芽、冬瓜、南瓜、圆

白菜价格低于 4 元；莴笋、土豆、胡萝卜价格低于 5 元；青椒、

油菜价格低于 6 元；生菜、洋葱、芹菜、黄瓜、茄子价格低于 7

元；西红柿、菜花、西葫芦、菠菜、辣椒、大葱价格低于 8 元；

莲藕、韭菜价格低于 9 元；苦瓜、豆角、西兰花价格低于 10 元；

生姜、山药、蒜头价格在 10 元以上。蒜头每公斤 11.94 元，是

当期价格最高的菜。 

目前受低温阴雨天气影响，蔬菜不易于运输、储存，各项成

本逐步上升，预计未来蔬菜价格稳中有升。 

二、粮食零售均价基本平稳 

全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略有下滑。粮食零售均价 5.78

元/公斤，环比持平。其中，大米零售均价 5.43 元/公斤，环比上

涨 0.18%；面粉零售均价 6.13 元/公斤，环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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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后期粮食价格以稳定为主，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三、肉类零售均价略涨 

本周，随着腊肉和腊肠制作旺季结束，市场消费需求下降，

猪肉零售价格平稳。监测显示，全省肉类价格环比上涨 0.04%。

其中，猪精瘦肉零售均价 58.92 元/公斤，环比上涨 0.08%，波动

区间：邵阳市 66.66元－张家界市 54.53元。牛腿肉零售均价 94.69

元/公斤，环比下降 0.42%。羊腿肉零售均价 77.31 元/公斤，环比

上涨 0.57%。（猪精瘦肉：一般指的是猪臀尖和猪后腿的肉） 

目前全省储备冻肉分批投放，同时猪肉替代品供给量增加，

猪肉价格上涨阻力较大，预计后期猪肉价格趋于平稳。 

四、禽类、蛋类零售均价下降 

本周，产地鸡蛋供应量充足，经销商以清库存为主，特价促

销走货，全省蛋类零售价格下降。监测显示，禽类零售均价 28.43

元/公斤，环比下降 0.77%，其中，白条鸡零售均价 29.48 元/公斤，

环比下降 0.07%；白条鸭零售均价 27.38 元 /公斤，环比下降

1.48%。鸡蛋零售均价 13.67 元/公斤，环比下降 0.8%。 

目前产地鸡蛋供给充足，同时冻猪肉适时投放市场，鸡蛋替

代消费效应减弱，预计后期鸡蛋零售价格稳中有降。 

五、水产品零售均价上涨 

受元旦假期影响，水产品市场产销两旺，零售均价上扬。重

点监测的 8 种水产品价格 6 涨 1 降 1 平，整体均价上涨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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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鲤鱼、虾、草鱼、鲢鱼、鲫鱼、蟹价格分别上涨 1.08%、

0.92%、0.9%、0.48%、0.15%、0.04%；大黄鱼价格下降 0.71%；

大带鱼价格环比持平。 

随着春节临近，淡水鱼陆续上市，市场供应较充足，预计下

周水产品价格稳中有升。 

六、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基本平稳 

监测显示，食用油零售均价 16.37 元/升，整体价格环比持平。

分品种看，菜籽油 15.86 元/升，环比上涨 0.19%；豆油 13.13 元/

升，环比下降 0.15%；花生油 22.48 元/升，环比持平；调和油 14.01

元/升，环比持平。 

预计后期食用油价格仍将以稳定为主，价格在合理区间内波

动。 

七、水果零售均价上涨 

受元旦假期影响，市场水果消费高涨，哈密瓜、西瓜等水果

价格上涨，带动全省水果零售均价呈现上扬态势。重点监测的

10 种水果的零售价格 7 涨 3 降，整体零售均价上涨 0.56%。其中，

哈密瓜、西瓜、菠萝、樱桃、梨、香蕉、桃价格分别上涨 1.75%、

0.72%、0.7%、0.69%、0.52%、0.14%、0.08%；柑橘、葡萄、苹

果价格分别下降 1.13%、0.8%、0.24%。 

随着元旦假期结束，水果消费需求减弱，预计下周全省水果

零售价格呈现下滑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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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奶制品零售均价略涨 

目前全省奶制品市场供应充足，零售价格略有上扬。监测显

示，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零售均价上涨 0.3%，巴氏杀菌奶(鲜牛

奶)零售均价上涨 0.29%，国外品牌婴幼儿奶粉零售均价上涨

0.28%；中老年奶粉均价下降 0.44%，灭菌奶（常温奶）零售均

价下降 0.23%，酸奶零售均价下降 0.06%。  

预计后期奶制品零售价格仍以稳为主。 

九、日用品零售价格下降 

饮用水整体零售价格 3.46 元/升，价格环比持平；食盐整体

零售价格 5.12 元/公斤，价格环比下降 0.19%；食糖整体零售价

格 8.34 元/公斤，价格环比下降 0.12%。 

 

附表：2020年 1月 1日－7日主要商品周价格汇总表 

商品 单位 本周价格 上周价格 环比(%) 

粮食(零售)  5.78 5.78 0 

大米 元/公斤 5.43 5.42 0.18 

面粉 元/公斤 6.13 6.13 0 

桶装食用油(零售)  16.37 16.37 0 

豆油 元/升 13.13 13.15 -0.15 

花生油 元/升 22.48 22.48 0 

菜籽油 元/升 15.86 15.83 0.19 

调和油 元/升 14.01 14.01 0 

肉类(零售)  76.97 76.94 0.04 

猪肉 元/公斤    

精瘦肉 元/公斤 58.92 58.87 0.08 

牛肉 元/公斤    

牛腿肉 元/公斤 94.69 95.09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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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 元/公斤    

羊腿肉 元/公斤 77.31 76.87 0.57 

猪肉(零售)  54.34 54.17 0.31 

鲜猪肉 元/公斤 54.34 54.17 0.31 

禽类(零售)  28.43 28.65 -0.77 

白条鸡 元/公斤 29.48 29.5 -0.07 

白条鸭 元/公斤 27.38 27.79 -1.48 

蛋类(零售)  13.67 13.78 -0.8 

鸡蛋 元/公斤 13.67 13.78 -0.8 

奶制品(零售)  100.79 100.65 0.14 

牛奶 元/升    

灭菌奶(常温奶) 元/升 12.92 12.95 -0.23 

巴氏杀菌奶(鲜牛奶) 元/升 17.4 17.35 0.29 

酸奶 元/公斤 16.03 16.04 -0.06 

婴幼儿奶粉 元/公斤    

国外品牌婴幼儿奶粉 元/公斤 253.56 252.85 0.28 

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 元/公斤 195.99 195.4 0.3 

中老年奶粉 元/公斤 108.82 109.3 -0.44 

食盐(零售)  5.12 5.13 -0.19 

食盐 元/公斤 5.12 5.13 -0.19 

食糖(零售)  8.34 8.35 -0.12 

食糖 元/公斤 8.34 8.35 -0.12 

水产品(零售)  41.93 41.83 0.24 

鲤鱼 元/公斤 17.79 17.6 1.08 

鲢鱼 元/公斤 18.88 18.79 0.48 

草鱼 元/公斤 16.74 16.59 0.9 

鲫鱼 元/公斤 19.54 19.51 0.15 

大带鱼 元/公斤 47.83 47.83 0 

大黄鱼 元/公斤 55.6 56 -0.71 

虾 元/公斤 77.53 76.82 0.92 

蟹 元/公斤 81.49 81.46 0.04 

牛肉(零售)  92.65 92.74 -0.1 

鲜牛肉 元/公斤 92.65 92.74 -0.1 

羊肉(零售)  79.83 79.67 0.2 

鲜羊肉 元/公斤 79.83 79.67 0.2 

蔬菜(零售)  6.73 6.74 -0.15 

叶菜类 元/公斤    

油菜 元/公斤 5.7 5.8 -1.72 

芹菜 元/公斤 6.64 6.76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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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菜 元/公斤 6.07 5.9 2.88 

大白菜 元/公斤 2.77 2.82 -1.77 

菠菜 元/公斤 7.57 7.73 -2.07 

甘蓝类 元/公斤    

圆白菜 元/公斤 3.39 3.43 -1.17 

西兰花 元/公斤 9.42 9.69 -2.79 

菜花 元/公斤 7.56 7.71 -1.95 

根茎类 元/公斤    

白萝卜 元/公斤 2.36 2.45 -3.67 

土豆 元/公斤 4.79 4.7 1.91 

生姜 元/公斤 11.3 11.08 1.99 

胡萝卜 元/公斤 4.28 4.32 -0.93 

莲藕 元/公斤 8.62 8.53 1.06 

莴笋 元/公斤 4.9 5.03 -2.58 

山药 元/公斤 11.68 11.97 -2.42 

瓜菜类 元/公斤    

黄瓜 元/公斤 6.13 6.2 -1.13 

冬瓜 元/公斤 3.36 3.32 1.2 

苦瓜 元/公斤 9.28 9.26 0.22 

西葫芦 元/公斤 7.71 7.46 3.35 

南瓜 元/公斤 3.13 3.1 0.97 

豆类 元/公斤    

豆角 元/公斤 9.32 9.22 1.08 

豆芽 元/公斤 3.89 3.88 0.26 

茄果类 元/公斤    

西红柿 元/公斤 7.26 7.37 -1.49 

茄子 元/公斤 6.97 6.81 2.35 

辣椒 元/公斤 7.29 7.22 0.97 

青椒 元/公斤 5.77 5.89 -2.04 

葱蒜类 元/公斤    

洋葱 元/公斤 6.24 6.25 -0.16 

蒜头 元/公斤 11.94 11.8 1.19 

韭菜 元/公斤 8.76 8.69 0.81 

大葱 元/公斤 7.69 7.93 -3.03 

水果(零售)  18.11 18.01 0.56 

苹果 元/公斤 12.62 12.65 -0.24 

香蕉 元/公斤 7.38 7.37 0.14 

葡萄 元/公斤 16.15 16.28 -0.8 

柑橘 元/公斤 7.02 7.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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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 元/公斤 9.66 9.61 0.52 

西瓜 元/公斤 5.57 5.53 0.72 

菠萝 元/公斤 10.05 9.98 0.7 

桃 元/公斤 11.85 11.84 0.08 

荔枝 元/公斤 20.38 20.07 1.54 

哈密瓜 元/公斤 9.32 9.16 1.75 

樱桃 元/公斤 89.18 88.57 0.69 

饮用水(零售)  3.46 3.46 0 

饮用水 元/升 3.46 3.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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