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商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上期零售价 零售价 零售价备注
1 早籼稻 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252 早籼稻 非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32
3 晚籼稻 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354 晚籼稻 非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41
5 早籼米 标一 元/500克 2.396 晚籼米 标一 元/500克 3.19
7 面粉 富强粉 元/500克 2.80
8 面粉 标准粉 元/500克 2.509 康师傅系列 面饼 90克 元/桶 4.50

10 康师傅系列 面饼 85克 元/袋 3.30
11 统一系列 面饼 90克 元/桶 4
12 统一系列 面饼 85克 元/袋 313 菜籽油 散装渊纯冤 元/500克 10.50
14 大豆油 散装渊纯冤 元/500克 4.60
15 食用调和油 金龙鱼牌一级桶装 元/5升 59.9016 花生油 金龙鱼牌一级桶装 元/5升 119.90
17 大豆调和油 金龙鱼牌一级桶装 元/5升 45.9018 毛猪 收购价格 元/500克 7.60
19 仔猪 收购价格 元/500克 2220 鲜猪肉 统装肉渊一刀切冤 元/500克 9.50
21 鲜猪肉 排骨 元/500克 2322 鲜猪肉 精瘦肉 元/500克 13
23 牛肉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8
24 羊肉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525 鸡肉 白条鸡尧开膛渊冰冻冤 元/500克 10.80
26 火腿肠 双汇王中王 50克 元/根 1.10
27 火腿肠 双汇王中王 90克 元/根 3.5028 火腿肠 金锣王中王 50克 元/根 0.90
29 火腿肠 金锣王中王 90克 元/根 3.2030 蒙牛纯牛奶 纸盒装 250毫升 元/盒 3
31 伊利纯牛奶 纸盒装 250毫升 元/盒 3.2032 红糖 一级 元/500克 4.98
33 白砂糖 一级 元/500克 3.6834 活母鸡 土鸡 元/500克 32
35 活母鸡 饲料鸡 元/500克 12
36 活母鸭 老鸭 元/500克 2437 活母鸭 新鸭 元/500克 14

教育部近日公布 叶关于实
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野双万计
划冶的通知曳袁决定全面启动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 野双万计划冶袁
在 2019要2021 年袁 建设 10000
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点遥

野双万计划冶 面向各类高
校袁 在不同类型的普通本科高
校建设一流本科专业袁 鼓励分

类发展尧特色发展;面向全部专
业袁 覆盖全部 92 个本科专业
类袁 分年度开展一流本科专业
点建设遥

通知指出袁建设新工科尧新
医科尧新农科尧新文科示范性本
科专业袁 引领带动高校优化专
业结构尧 促进专业建设质量提
升袁 推动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遥

通知称袁 中央部门所属高

校尧地方高校名额分列袁向地方
高校倾斜;鼓励支持高校在服务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建
设一流本科专业遥

该计划将分 野两步走冶实
施遥 报送的专业第一步被确定
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教育部组织开展专业认证袁通
过后再确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遥

牛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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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条 5G智能
制造生产线启动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携手中国信科集团 10日发布野5G智
慧工厂冶 项目遥 中国首条 5G智能制造生产线在武汉正式启
动袁标志在 5G工业互联网方面不仅拥有创新研发实力袁同时
具备生产应用能力遥

该生产线位于中国信科虹信通信天馈生产基地袁主要生
产通信设备天线遥 生产线上袁机械手自动焊接尧组装袁并通过
5G网络随时上传工作状态袁云端平台统一管理袁几乎无需人
为干预遥

2018 年中国信科集团与中国移动联合启动了基于 5G
的智慧工厂工业互联网创新合作项目遥 项目第一期旨在基于
5G网络架构完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袁 通过搭建工业
互联网平台完善企业核心业务的信息系统覆盖袁实现产线自
动化设备数据自动采集与集中管控遥

当天袁中国移动湖北公司与中国信科集团共建的野5G工
业互联网冶联合创新实验室成立遥 据介绍袁该实验室将整合资
源袁构建 5G工业互联网生态圈袁用信息化技术打通企业各流
程袁实现从设计尧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袁助力传统
企业和中小企业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遥

作为中国首批 5G规模试验网试点城市袁武汉已建成 5G
百站规模试验网袁 网络建设和技术应用处于全国前列水平遥
此次成立的 5G工业互联网联合创新实验室是湖北移动在该
省建立的第 7个 5G垂直行业联合创新实验室遥 实验室成立
后袁将继续推动 5G产学研用发展袁布局湖北 5G产业生态遥

基于 5G的工业互联网野5G无线+5G边缘计算+移动云
平台冶组网模式袁湖北移动目前已在中国信科集团旗下的虹
信公司上线生产管理中心尧产品交付尧高清视频等一系列具
体应用袁可实现设备点对点通信尧设备数据上云尧横向多工厂
协同尧纵向供应链互联袁打造设备全生命周期在线管理尧运营
数据监控与决策尧订单全程追溯的透明交付遥基于 5G的工业
控制交互操作袁对工厂智慧化管理成为现实袁生产效率较改
造前提升 30%以上遥 梁婷 王政

4月 8日袁
哈罗单车宣
布涨价袁这是
继小蓝单车尧
摩拜单车后
第三家宣布
涨价的共享
单车遥 分析人
士认为袁在这
个春暖花开尧
单车出行需
求旺盛的时
间点纷纷宣
布涨价袁与资
本撤离后企
业迫切的盈
利动机有关遥

佚名摄

教育部院

将建设一万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序号 商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上期零售价 零售价 零售价备注
38 鸡蛋 新鲜完整渊8个折冤 元/500克 0.6039 鸭蛋 新鲜完整渊7个折冤 元/500克 1
40 草鱼 活 1000克左右一条 元/500克 6
41 带鱼 冰冻 500克左右一条 元/500克 1542 鲫鱼 活 250克左右一条 元/500克 5.98
43 黄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4.38
44 绿豆 一级渊当年冤 元/500克 5.98
45 黑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6.9846 红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10
47 白豆腐 无包装 元/500克 3
48 大蒜 散装 元/500克 549 生姜 散装 元/500克 6
50 干辣椒 散装 元/500克 2551 花椒 散装 元/500克 70
52 大料渊八角冤 散装 元/500克 2053 黑芝麻 散装 元/500克 11.98
54 黑木耳 散装 元/500克 4555 白木耳 散装 元/500克 35
56 青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
57 青尖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6958 西红柿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50
59 黄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50
60 土豆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50
61 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62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63 青菜渊小白菜冤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
64 茄子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65 包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
66 冬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5067 长豆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7.50
68 苦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98
69 黄芽白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5870 苹果 红富士一级 元/500克 7
71 香蕉 国产一级 元/500克 3
72 西瓜 有籽西瓜 元/500克
73 西瓜 无籽西瓜 元/500克 3.58
74 液化气渊14.5

公斤装冤 居民用气 元/瓶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