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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 

 

 

陈献春主持召开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组委会秘书处第三次工作调度会 

 

8 月 26 日下午，组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省政府副秘

书长陈献春在省政府主持召开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

书处第三次工作调度会。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谭平、副厅长李心

球、一级巡视员罗双锋，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李颖、省交通运

输厅一级巡视员陈石祥、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俊华、长沙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刘拥兵，省公安厅、省特勤局、省高速公路管理集

团、省机场管理集团、广铁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及秘书处有关工作

人员参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最近中央和我省关于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各

类大型活动的重要部署要求，对当前疫情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

对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疫情防控、安全保卫、新闻宣传、氛围

营造、接待服务和志愿者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 

会议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举办第二届中非经贸博

览会，既要让博览会取得预期效果，又要确保博览会绝对安全。

要坚持目标导向，实施集中攻坚月行动，抓紧有限时间，凝心聚

力，奋力冲刺，确保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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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求，要加强统一指挥、科学调度。强化每周调度、督

查、通报机制，实行清单管理和手册化操作，严格按照责任清单

抓落实，形成省市联动、部门协同、高效运转的筹备工作合力。

要全面从严抓好防疫安保工作。把全面从严的防疫安保要求贯穿

筹备工作全过程，建立参展商和工作人员数据库，实施人员信息

精准管理，全面排查防疫安保风险隐患，确保博览会安全有序。

要统筹做好新闻宣传和氛围营造工作。要聚焦博览会主题，加强

新闻报道策划和主题形象设计，充分运用央媒、外媒和新媒体等

多种渠道，全方位、广角度做好宣传报道。要驻点办公、倒计时

推进，按期完成长沙市主会场环境提质、市容市貌整治等工作，

抓好接待服务人员和志愿者培训，努力营造喜庆热烈的浓厚氛

围，展示热情东道主的良好形象。 

 

 

沈裕谋主持召开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筹备重点工作专题调度会 

 

8 月 20 日上午，省商务厅党组书记沈裕谋主持召开第二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筹备重点工作专题调度会。副厅长周越、李心球，

省政府口岸办主任郭宁，湖南物流职院党委书记龙吟出席会议，

博览会厅筹备办综合协调部总值班室、重大活动组先行区和案例方

案组、云展组，展览展示部综合组及有关执行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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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裕谋指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案例方案展要注重

展览效果，注重升华设计创意增强吸引力，注重领导巡馆路线的

细节安排。先行区推介会、中非经贸关系报告和案例方案发布会

要注重提升对非合作重点省区市的参与度。云上博览会要注重统

筹，确保内容丰富合规，注重宣传引流扩大影响，注重技术支撑

和安全保障。湖南馆设计要继续完善现有方案，精准收集内容素

材，把好文字关，并同先行区展示内容形成错位。 

 

 

李心球主持召开中非经贸博览会 

高桥分会场专项事务协商会 

 

8 月 24 日下午，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心球主持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中非经贸博览会高桥分会场常设展馆建设的支持方案。厅

财务处、合作处，省财政厅有关处室，长沙市商务局、财政局、

会展办，雨花区政府和高桥大市场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心球强调，高桥分会场常设展馆是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非

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重要展示平台和合作载体，要按照省政府

要求，保证质量如期完成建设。市区两级要提高站位，主动承担

主体责任，对展馆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并指导其逐步完善功能、

增强运营效益。企业要注重展馆的可持续性，坚持市场化运作，

实现政治、社会和经济效应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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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光辉主持召开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协调会 

 

8 月 20 日上午，省自贸办专职副主任廖光辉主持召开平行

进口汽车试点工作协调会。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长沙海关相关处室，省商务厅市

场建设处、自贸区制度创新处，以及岳阳市自贸办、岳阳自贸片

区管委会、岳阳城陵矶综保区管委会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上，岳阳市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汇报了岳阳平行进口汽车

试点工作和业务开展情况以及相关政策诉求。受去年国家最新发

布的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影响，平行进口汽车业务

出现停滞，行业发展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省市场监管局介绍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平

行进口汽车标准符合性整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有关情况。其他相关部门结合国家有关要求对《实施方案》提出

了修改建议，并对下阶段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提出了意见。 

廖光辉要求，要根据会议精神对《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

后再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岳阳市要切实承担试点工作主体责

任，争取省级各相关部门指导支持，继续向国家相关部委汇报对

接、争取支持。要积极申请《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在自贸

试验区内调整适用。要深入学习借鉴天津、广州南沙平行进口汽

车试点工作经验做法，加强创新研究，争取率先形成制度创新成果。 



 - 5 - 

罗双锋召开会议研究评审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
会宣传标语并调度新闻发布会筹备工作 

 

8 月 23 日，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新闻宣传

部副部长、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罗双锋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评审

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宣传标语，调度博览会省内新闻发布会、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筹备工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新闻发布处，

省委外事办新闻文化处，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秘书处综合协

调部总值班室、材料组，新闻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参会。  

为扩大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影响，组委会秘书处在湖南

日报等媒体及省商务厅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发征集公

告，向社会征集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宣传标语。截止 8 月 10

日，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投稿的宣传标语 3327 条。在新闻宣

传部组织初审、推选的基础上，会议对初选出来的 46 条标语进

行了研究评审，根据公告规定，最终评审出了 20 条标语，将作

为博览会的宣传标语，并报请秘书处领导审定。 

会议对博览会的两场新闻发布会方案进行了审议，对筹备工

作进行了调度，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分工。 

罗双锋要求，要以宣传标语发布和两场新闻发布会为契机，

进一步掀起中非经贸博览会新一轮宣传热潮，营造热烈氛围，不

断扩大博览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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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动态】 

 

 

沈裕谋主持召开厅机关副处长座谈会 

 

8 月 24 日下午，省商务厅党组书记沈裕谋主持召开厅机关

副处长座谈会。厅机关全体副处长，人事处、办公室、综合处、

机关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上，10 名副处长结合工作实际，

围绕促进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做好机关党建和机关管理工

作、推进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沈裕谋认真听取了每一

位同志的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并当场要求相关处室研究

回应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 

沈裕谋指出，在座各位副处长是商务厅的生力军，是推动建

设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中坚力量。要认真

研究每个人的特点，用人所长，充分发挥副处长这个群体的作用。

结合自己成长经历和我省商务工作实际，沈裕谋在会上从定位、

思维、文化、责任、光荣与梦想五个维度与大家交流分享了自己

的体会与思考。他指出，要牢记品质决定前途、牢记知识改变命

运、牢记事业成就人生，时时刻刻注重品德修养，持之以恒坚持

学习，认认真真干好党和人民交给的每一项工作。要弘扬“开明

开放、敢想敢干、成人成己、善作善成”的商务文化，长志气存

鸿鹄之志，硬骨气强斗争精神，蓄底气待厚积薄发，扛起担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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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要珍惜信任，绝不相负；珍惜平台，绝不平庸；珍惜团队，

绝不折腾。要高举“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旗帜，咬定一

个目标（主要指标争先进位），办好两件大事（办好中非博览会

和建设湖南自贸试验区），搞好三个服务（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服务“三高四新”战略，服务创造高品质生活），抓住三个重点（打

造三个高地，落实五大开放行动，建设五好园区），奋力开创全

省商务工作新局面。 

 

 

沈裕谋参加办公室党支部“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专题组织生活会 

 

根据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按照厅党组的

部署安排，8 月 25 日下午，省商务厅党组书记沈裕谋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办公室党支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专题组织生活会，并作点评讲话。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巡回指导第

二组组长高飞跃同志、组员夏钰天同志到会指导。会议由办公室

党支部书记主持，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沈裕谋指出，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既是一次触及灵魂的政治

学习教育课，又是一次严肃认真、求真务实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

课，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强调，办公室作为厅政务

运转的“中枢”机构，要坚守初心、永葆绝对忠诚，秉持公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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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使命必达，保持细心、务求专业精进，深怀爱心、坚持为民奉

献，高悬戒心、确保志洁行廉。务必以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为契

机，坚持目标和效果双重导向，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作风，带

头践行“三个表率”，时刻对标对表，努力打造让厅党组放心、人

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支部。 

会前，办公室党支部召开专门会议，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支部所有

党员都撰写了学习心得体会；广泛开展了谈心谈话活动，交流了

思想，提高了认识；召开了支委会，检视了支部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为开好本次组织生活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会上，支部书记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报告了今年来党支

部工作情况特别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通报了支部委员会检

视问题情况。支部书记带头、每位党员逐一发言，开展学习交流

和党性分析，重点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指定学习材料情况，谈

心得体会和感悟收获；对照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针对在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历史自觉、弘扬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锤炼，立足

岗位、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身边群众做实事好

事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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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参加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 

 

8 月 25 日上午，省政协副主席胡伟林主持召开省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推进我省智慧物流发展的建议”

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谭平就提案办理工作

进行了汇报，厅流通处负责人陪同参加。 

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提案单位代表与承办单位负责人进行

了充分、坦诚的交流协商。胡伟林充分肯定了本项提案的办理，

对发展智慧物流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实行

规划引领，形成发展合力，达成提办共识，同时，要高度重视重

点提案的督办，提升重点提案价值，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提

供决策参考，并且加大重点提案效果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 

 

 

 

谭平赴长沙开展家电家居消费调研 

 

8 月 20 日和 8 月 23 日，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谭平赴长沙苏

宁易购、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梦洁麓谷工业园、晚安家居文化

园调研我省家电家居行业消费情况。厅二级巡视员王峰，厅流通

处、运行处、省家用电器行业商会、省家具协会负责人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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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先后走进各家企业的卖场、生产车间、产品研发中心等

进行详细查看，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经营销

售情况、存在问题及困难、家电家具行业发展的难点痛点等情况，

同时对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了强调。 

谭平指出，近年来我省家电家居零售行业，在扩大市场需求、

增加出口创汇、促进社会就业、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消费者对健康、环保家电

家居的购买意愿大幅上升，协会和企业要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增

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推进城乡消费提质扩容。要进一步优化回收模式，畅通回收渠道，

最大限度挖掘废旧家电家具价值，实现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要加大对家居家具行业“湖南品牌”的培育支持力度。要高位

配置资源，统筹协调推动，形成家电家居产业“产品+配套+服务”

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 

 

 

罗双锋赴省政务局交流对接工作 

 

8 月 27 日上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罗双锋率队赴省政务

局对接政务资源整合、信息化建设、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等工

作，省政务局副局长鲁明出席对接座谈。厅信息中心、省政务局

电子政务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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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双锋指出，长期以来省商务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信息化各项工作部署和要求，在省政务局的指导支持

下，省商务厅在推进政务资源整合及信息化建设、规范政府网站

和政务新媒体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

作，希望省政务局继续在智慧商务项目建设及政务资源共享方面

给与指导和支持，对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政务新媒体工作考

核等方面给予支持。 

鲁明表示，省商务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数

字化办公平台走在全省前列，政务资源整合卓有成效，政府网站

设置规范，政务新媒体内容丰富，会继续大力支持省商务厅的工

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合作。 

会议还就具体工作进行了充分交流对接，并形成一致意见。 

 

 

罗双锋赴省委网信办对接网络安全工作 

 

8 月 24 日上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罗双锋率队赴省委网

信办对接网络安全工作，省委网信办副主任刘厚出席对接座谈。

厅信息中心、省委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和数据技术处主要负责人

及相关人员参会。 

罗双锋指出，近年来，省商务厅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应

急处置能力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网络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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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希望双方在

业务交流、信息共享、安全防护等方面加强沟通合作，省委网信

办继续支持，加强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网络安全工作指导。省

商务厅将承担好主体责任，积极落实好各项网络安全工作部署。 

刘厚表示，省商务厅网络安全工作积极主动、措施给力、富

有成效，2020 年被评为全省网络安全考核“优秀单位”，双方交流、

沟通、合作顺畅。下一步工作中，将在网络安全防护、风险应对、

新技术应用、数字口岸、中非经贸博览会网络安全等方面加强合

作，帮助识别关键风险领域，为全省开放型经济的稳定运行贡献

力量。 

 

 

【市场监测】 

 

 

第 34 周湖南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需平稳 

 

据监测，2021 年第 34 周（8 月 18 日-24 日）湖南省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需平稳，价格总体变动不大。重点监测的 12 大类生

活必需品呈“6 涨 2 跌 4 持平”态势，涨跌幅均未超过 1%。其中，

蔬菜、蛋类、粮食、奶制品、禽类、肉类价格环比（以下皆同）

上涨；水果、食用油价格上涨；食盐、食糖、水产品、饮用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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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持平。73 种 174 个食用农产品价格上升的 95 个，较前一周少

了 1 个，占 54.60%；下降 65 个，较前一周多了 1 个，占 37.36%；

持平的 14 个，较前一周持平，占 8.05%。 

分行业看，批发环节，65 个价格中 33 个上涨，占 50.77%；

26 个下降，占 40%；6 个持平，占 9.23%。零售环节，73 个价

格中 40 个上涨，占 54.79%；26 个下降，占 35.62%；7 个持平，

占 9.59%。农贸环节，36 个价格中 13 个下降，占 36.11%；22

个上涨，占 61.11%；1 个持平，占 2.78%。 

分波段看，环比跌幅在 10%-14%以内的 2 个、2%-5%以内

的 10 个、在 2%以内的 53 个；涨幅在 2%以内的 67 个、在 2%-5%

之间的 16 个、5%-10%以内的 10 个；12%-15%以内的 2 个；剩

余 14 个持平。 

一、肉禽蛋品类 

1. 猪肉零售价格基本平稳。全省猪肉市场供需平稳，本周

猪价稳中微降。监测显示，肉类零售价格微涨 0.06%，较前一周

变动不大。其中，鲜猪肉零售均价 26.98 元/公斤，下降 0.04%，

较前一周缩小了 0.58 个百分点。猪精瘦肉零售均价 34.04 元/公

斤，下降 0.84%，较去年同期 61.63 元/公斤下降了 27.59 元,波动

范围：36.24 元/公斤－30.01 元/公斤。本周牛、羊肉零售价均较

前一周小幅上涨，鲜牛肉零售均价 95.16 元/公斤，鲜羊肉零售均

价 79.53 元/公斤，分别上涨 0.37%和 0.04%。开学临近，猪肉需

求将有所增加，预计后期全省猪价呈稳中有涨态势。建议养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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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户）把握出栏节奏，切勿恐慌性抛售，同时继续加强非洲猪

瘟防疫工作，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生猪调运，确保全省猪肉市场平

稳有序运行。 

2. 禽蛋类零售价均呈弱涨。本周全省禽蛋类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总体呈平稳运行态势，涨幅均未超过 1%。监测显示，全省

鸡蛋零售均价 11.6 元/公斤，上涨 0.17%。禽类零售均价 27.57

元/公斤，上涨 0.07%。其中，白条鸡售均价 28.79 元/公斤、上涨

0.28%；白条鸭零售均价 26.35 元/公斤，下降 0.11%。目前蛋品

类仍处中秋节前备货旺季，加上大中院校陆续开学将带动消费需

求增加，预计全省蛋价稳中有涨。 

二、蔬果水产类 

1. 蔬菜零售均价涨多跌少。本周蔬菜价格整体涨势温和。

监测显示，全省蔬菜零售均价 7.22 元/公斤，上涨 0.98%。重点

监测的 7 大类 30 个蔬菜品种，23 涨 7 降 1 持平，叶菜类、豆类、

茄果类全线上涨；甘蓝类、瓜菜类涨多跌少；根茎类、葱蒜类涨

跌互现。其中豆角上涨 7.45%，主要是旺季已过，产量持续下降，

导致价格有所上升。西兰花、辣椒涨幅在 2%-4%以内，莴笋、

茄子、芹菜、大白菜和西红柿等 20 个品种涨幅在 2%以内；土豆、

莲藕、白菜和冬瓜等 7 个品种跌幅在 2%以内；山药持平。冬瓜

每公斤（下同）价格 3.26 元，为当期价格最低的蔬菜。冬瓜、

白萝卜、南瓜、豆芽、圆白菜、土豆、大白菜、胡萝卜价格低于

5 元；黄瓜、洋葱价格低于 6 元；油菜、茄子、莴笋、青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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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柿、苦瓜价格低于 7 元；西葫芦、生菜、辣椒、豆角价格低于

8 元；韭菜、菜花、芹菜价格低于 9 元；大葱价格低于 10 元；

蒜头、西兰花、山药、莲藕、菠菜、生姜价格在 10 元-14 元以内。

生姜每公斤 13.16 元，仍依旧是当期价格最高的菜。后期省内阴

雨天气较多，不利于蔬菜的生长与采摘，市场供应将有所减弱，

预计全省菜价呈稳中有涨态势运行。 

2. 水果零售均价稳中略跌。全省水果市场供应充足，品种

丰富，本周水果零售价格略有下跌。监测显示，水果零售均价

17.95 元/公斤，略跌 0.17%。重点监测的 10 种水果零售价格 6

降 4 涨 1 持平，哈密瓜、柑橘、西瓜、桃、菠萝和樱桃分别下降

1.4%、1.3%、0.88%、0.63%、0.1%和 0.06%；苹果、葡萄、香

蕉和梨分别上涨 0.43%、0.3%、0.26%和 0.22%，跌幅均未超过

1%；荔枝继续较前一周持平。当前应季水果轮番上市，果品市

场供应充足，商家促销走货，预计后期全省果价仍有小幅下跌的

可能。 

3. 水产品零售均价持平。全省水产市场供求稳定，货源充足，

总体均价较前一周持平。监测显示，本周水产品零售均价 49.97

元/公斤，持平。重点监测的 8 种水产品零售价格 4 跌 2 涨 1 持

平，其中除草鱼和虾分别上涨 0.53%和 0.35%，鲤鱼和鲫鱼持平

外；其它 4 个品种中大黄鱼、鲢鱼、大带鱼和蟹分别下降 0.36%、

0.26%、0.16%和 0.1%。预计后期受休渔期解禁等因素影响，全

省水产品价格可能呈稳中有跌，但波动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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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粮油奶制品类 

    1. 粮食零售价格微幅波动。全省粮食市场供给稳定，总体

价格稳中略涨。监测显示，本周粮食零售均价 5.85 元/公斤，上

涨 0.17%。其中，大米零售均价 5.44 元/公斤，上涨 0.18%，较

前一周回落 0.38 个百分点；面粉零售均价 6.25 元/公斤，上涨

0.16%。全省粮食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预计后期粮价继续

在合理区间内波动。 

    2. 食用油零售均价变动不大。全省食用油市场库存充足，

品种丰富，价格较前一周稳中略降，基本变动不大。监测显示，

本周食用油零售均价为 17.02 元/升，下降 0.12%。其中，调和油

14.59 元/升、花生油零售均价为 23.49 元/升、菜籽油零售均价为

16.56 元/升和豆油零售均价为 13.42 元/升，分别下降 0.21%、

0.13%、0.12%和 0.07%。预计后期全省食用油价格仍继续保持平

稳运行。  

3. 奶制品零售均价微涨。全省奶制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

丰富，整体均价较前一周上涨 0.08%。监测显示，重点监测的 6

种奶制品零售价格 4 涨 2 跌，其中,除酸奶和中老年奶粉零售均

价分别下跌 0.12%、和 0.03%外，其它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灭

菌奶（常温奶）、巴氏杀菌奶(鲜牛奶)和国外品牌婴幼儿奶粉零

售均价分别上涨 0.23%、0.14%、0.05%和 0.04%，涨跌幅均未超

过 1%。预计后期全省奶制品市场价格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四、盐糖水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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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副食品类市场运行保持稳定，盐糖水饮类价格均持平。

食盐、食糖和饮用水零售均价为 5.49 元/公斤、8.24 元/公斤和饮

用水零售均价 3.48 元/升，均呈持平。预计后期全省副食品类价

格仍维持在合理区间内波动，变动不会太大。 

附表：2021年 8月 18日－24日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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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5.84 0.17 

大米 元/公斤 5.44 5.43 0.18 

面粉 元/公斤 6.25 6.24 0.16 

食用油(零售)   17.02 17.04 -0.12 

豆油 元/升 13.42 13.43 -0.07 

花生油 元/升 23.49 23.52 -0.13 

菜籽油 元/升 16.56 16.58 -0.12 

调和油 元/升 14.59 14.62 -0.21 

肉类(零售)   69.77 69.73 0.06 

猪肉 元/公斤       

精瘦肉 元/公斤 34.04 34.33 -0.84 

牛肉 元/公斤       

牛腿肉 元/公斤 93.27 92.98 0.31 

羊肉 元/公斤       

羊腿肉 元/公斤 82.01 81.89 0.15 

猪肉(零售)   26.98 26.99 -0.04 

鲜猪肉 元/公斤 26.98 26.99 -0.04 

禽类(零售)   27.57 27.55 0.07 

白条鸡 元/公斤 28.79 28.71 0.28 

白条鸭 元/公斤 26.35 26.38 -0.11 

蛋类(零售)   11.6 11.58 0.17 

鸡蛋 元/公斤 11.6 11.58 0.17 

奶制品 (零售)   108.92 108.83 0.08 

牛奶 元/升       

灭菌奶(常温奶) 元/升 14.43 14.41 0.14 

巴氏杀菌奶(鲜牛奶) 元/升 18.32 18.31 0.05 

酸奶 元/公斤 16.51 16.53 -0.12 

婴幼儿奶粉 元/公斤       

国外品牌婴幼儿奶粉 元/公斤 277.35 277.25 0.04 

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 元/公斤 211.37 210.89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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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奶粉 元/公斤 115.56 115.59 -0.03 

食盐(零售)   5.49 5.49 0 

食盐 元/公斤 5.49 5.49 0 

食糖(零售)   8.24 8.24 0 

食糖 元/公斤 8.24 8.24 0 

水产品(零售)   49.97 49.97 0 

鲤鱼 元/公斤 23.76 23.76 0 

鲢鱼 元/公斤 23.3 23.36 -0.26 

草鱼 元/公斤 24.72 24.59 0.53 

鲫鱼 元/公斤 28.35 28.35 0 

大带鱼 元/公斤 48.86 48.94 -0.16 

大黄鱼 元/公斤 50.07 50.25 -0.36 

虾 元/公斤 80.28 80 0.35 

蟹 元/公斤 120.38 120.5 -0.1 

牛肉(零售)   95.16 94.81 0.37 

鲜牛肉 元/公斤 95.16 94.81 0.37 

羊肉(零售)   79.53 79.5 0.04 

鲜羊肉 元/公斤 79.53 79.5 0.04 

蔬菜(零售)   7.22 7.15 0.98 

叶菜类 元/公斤       

油菜 元/公斤 6.1 6.02 1.33 

芹菜 元/公斤 8.98 8.84 1.58 

生菜 元/公斤 7.46 7.4 0.81 

大白菜 元/公斤 4.66 4.59 1.53 

菠菜 元/公斤 11.8 11.73 0.6 

甘蓝类 元/公斤       

圆白菜 元/公斤 4.44 4.48 -0.89 

西兰花 元/公斤 10.48 10.23 2.44 

菜花 元/公斤 8.97 8.86 1.24 

根茎类 元/公斤       

白萝卜 元/公斤 3.4 3.39 0.29 

土豆 元/公斤 4.6 4.68 -1.71 

生姜 元/公斤 13.16 13.04 0.92 

胡萝卜 元/公斤 4.92 4.93 -0.2 

莲藕 元/公斤 10.98 11.1 -1.08 

莴笋 元/公斤 6.29 6.18 1.78 

山药 元/公斤 10.93 10.93 0 

瓜菜类 元/公斤       

黄瓜 元/公斤 5.62 5.61 0.18 

冬瓜 元/公斤 3.26 3.28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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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 元/公斤 6.8 6.71 1.34 

西葫芦 元/公斤 7.11 7.05 0.85 

南瓜 元/公斤 3.94 3.9 1.03 

豆类 元/公斤       

豆角 元/公斤 7.93 7.38 7.45 

豆芽 元/公斤 4.22 4.21 0.24 

茄果类 元/公斤       

西红柿 元/公斤 6.77 6.67 1.5 

茄子 元/公斤 6.15 6.05 1.65 

辣椒 元/公斤 7.75 7.5 3.33 

青椒 元/公斤 6.31 6.25 0.96 

葱蒜类 元/公斤       

洋葱 元/公斤 5.73 5.69 0.7 

蒜头 元/公斤 10.34 10.35 -0.1 

韭菜 元/公斤 8.16 8.07 1.12 

大葱 元/公斤 9.41 9.42 -0.11 

水果(零售)   17.95 17.98 -0.17 

苹果 元/公斤 11.55 11.5 0.43 

香蕉 元/公斤 7.75 7.73 0.26 

葡萄 元/公斤 16.46 16.41 0.3 

柑橘 元/公斤 8.38 8.49 -1.3 

梨 元/公斤 9.02 9 0.22 

西瓜 元/公斤 5.62 5.67 -0.88 

菠萝 元/公斤 9.74 9.75 -0.1 

桃 元/公斤 9.53 9.59 -0.63 

荔枝 元/公斤 15.68 15.68 0 

哈密瓜 元/公斤 9.85 9.99 -1.4 

樱桃 元/公斤 93.9 93.96 -0.06 

饮用水(零售)   3.48 3.48 0 

饮用水 元/升 3.48 3.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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