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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 2019年居民生活物品一周价格表
市发改委提供

渊6月 4日-6月 10日冤

2004年至 2017年袁 党中央
连续十四年发布以野三农冶为主
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袁强调解决好
野三农冶 问题是建设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时期的野重中之重冶遥 农
村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袁有利于
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袁有利于更好
解决野三农冶问题袁对农村保险事
业发展有长足促进作用遥

辽西地区气候上素有野十年
九旱冶的说法袁每年逢夏季的时
候袁几乎都是高温少雨袁今年更
是碰到少有的高温干旱天气袁对
于玉米生产者来说都要承受着
巨大的自然风险遥 但今时不同往
日袁玉米天气指数保险今年的出
现袁 为农户添加了一层 野保护
衣冶遥

此款针对干旱设计的玉米
天气指数保险产品袁是由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华财险辽宁
分公司) 与中国气象局下属的北
京华风像辑科技公司共同推出
的袁并在销售端与富友种业和爱
种网合作构建专属化销售渠道遥

野天气指数的保险虽然市面
上有很多袁但辽宁地区的只看降
水量和无雨天数的天气指数保
险袁这还是第一个遥 冶中华财险辽
宁分公司农业保险部总经理张
琦表示遥

产品创新保农户利益
野阜蒙县这个地方已经连续

旱了五六年了袁2016年又遭了虫
灾袁地里就剩下些秸秆了袁颗粒
无收啊遥 冶谈到干旱给农民带来

的影响袁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白音他拉村的
村民庄福军这样告诉记者遥

玉米是辽宁省第一大粮食作物袁种植面积占辽宁省
整体大田作物种植面积的 75%以上遥 阜蒙县盛产玉米袁
畜牧业发展水平高袁该县的土壤气候特点适宜种植粮食
作物遥但连年的干旱气候袁外加无水渠灌溉袁使阜蒙县的
农民苦不堪言遥 申超凡

6月 11日袁 商务部公布的监
测数据显示袁上周 (6 月 3 日至 9
日) 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出
现回落袁其中袁30种蔬菜平均批发
价格为每公斤 4.29元袁 比前一周
下降 2.1%; 水产品批发价格总体
回落袁其中草鱼尧大带鱼尧大黄鱼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2.7% 尧0.8% 和
0.4%遥

禽产品批发价格也出现不同
程度回落袁其中鸡蛋尧白条鸡价格
为每公斤 9.24 元和 16.46 元袁分
别下降 0.8%和 0.1%遥

分析表示袁 水果蔬菜与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袁 近期价格的上涨
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袁并
采取相关措施保供应尧控价格袁随
着调控作用的显现和应季水果蔬
菜的上市袁 有些已经开始步入下
行空间遥

不过袁商务部数据还显示袁上
周食用油批发价格小幅波动袁涨
跌互现遥 粮食批发价格小幅上涨袁
肉类批发价格也有所上涨袁 其中
猪肉价格为每公斤 21.3元袁 上涨
2.9%遥

对此袁 最近一次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已经作出部署袁 要抓好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和生猪生产恢复
工作袁鼓励补栏增养遥 加强禽肉尧
牛羊肉等生产袁 多举措增加肉类
供应遥 要抓好大豆等油料生产袁保
障水果蔬菜等鲜活农产品供应袁
稳定价格水平遥

商务部之前也表示袁 将继续
加强市场监测袁 指导各地积极推
动产销的衔接袁 切实保障水果蔬
菜尧 肉蛋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市
场供应遥 王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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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 日袁 河北
省邯郸市肥乡区
东漳堡镇南赵村
农民在分拣晾晒
菊花 (无人机拍
摄)遥

近年来袁河北
省邯郸市肥乡区
积极调整优化农
业结构袁采取野公
司+基地+农户冶
的方式袁引导农民
发展特色菊花种
植产业袁把菊花加
工成茶饮尧药材等
高附加值产品袁带
动当地农户增收
致富遥

王晓 摄

菊花种植富农家

商务部院多种蔬菜水产品价格出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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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2 早籼稻 非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31
3 晚籼稻 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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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6 晚籼米 标一 元/500克 2.40
7 面粉 富强粉 元/500克 2.80
8 面粉 标准粉 元/500克 2.50
9 康师傅系列 面饼 90克 元/桶 5

10 康师傅系列 面饼 85克 元/袋 3
11 统一系列 面饼 90克 元/桶 4
12 统一系列 面饼 85克 元/袋 2.50
13 菜籽油 散装渊纯冤 元/500克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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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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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0
18 毛猪 收购价格 元/500克 7.60
19 仔猪 收购价格 元/500克 24
20 鲜猪肉 统装肉渊一刀切冤 元/500克 10
21 鲜猪肉 排骨 元/500克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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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
25 鸡肉 白条鸡尧开膛渊冰冻冤 元/500克 11.98
26 火腿肠 双汇王中王 50克 元/根 1.20
27 火腿肠 双汇王中王 90克 元/根 3.6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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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30 蒙牛纯牛奶 纸盒装 250毫升 元/盒 2.10
31 伊利纯牛奶 纸盒装 250毫升 元/盒 2.20
32 红糖 一级 元/500克 6.80
33 白砂糖 一级 元/500克 3.9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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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37 活母鸭 新鸭 元/500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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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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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41 带鱼 冰冻 500克左右一条 元/500克 16
42 鲫鱼 活 250克左右一条 元/500克 8.98
43 黄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4
44 绿豆 一级渊当年冤 元/500克 4.98
45 黑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6.98
46 红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11.98
47 白豆腐 无包装 元/500克 3
48 大蒜 散装 元/500克 5
49 生姜 散装 元/500克 7
50 干辣椒 散装 元/500克 25
51 花椒 散装 元/500克 75
52 大料渊八角冤 散装 元/500克 20
53 黑芝麻 散装 元/500克 16
54 黑木耳 散装 元/500克 45.80
55 白木耳 散装 元/500克 35
56 青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58
57 青尖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7
58 西红柿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
59 黄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58
60 土豆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
61 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
62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
63 青菜渊小白菜冤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98
64 茄子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50
65 包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48
66 冬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50
67 长豆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
68 苦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6
69 黄芽白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98
70 苹果 红富士一级 元/500克 10.80
71 香蕉 国产一级 元/500克 3.98
72 西瓜 有籽西瓜 元/500克 2.98
73 西瓜 无籽西瓜 元/500克
74 液化气渊14.5

公斤装冤 居民用气 元/瓶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