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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定南县历市镇车步村茭白收购站袁工人正在进行茭
白装车遥 据悉袁车步村是定南县茭白特色种植示范村袁依托产尧
供尧销一条龙发展模式袁今年种植的 1500 亩茭白产量将达 600
万斤袁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重要的产业遥 詹继成摄

今年以来袁各地推动野夜经济冶发展举措不断遥
以四个直辖市为例袁今年 4 月 15 日袁上海市商务

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 叶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
指导意见曳袁推动上海野晚 7 点至次日 6 点冶夜间经济的
繁荣发展;天津市自 6 月 1 日起启动推动夜间经济发展
的措施之一野鼓励开展延时经营冶;重庆市联动商业尧旅
游尧文化等多个业态袁自 7 月份启动为期三个月的夜市
文化消费促进活动;北京市商务局 7 月 9 日印发叶北京
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曳袁包
括点亮夜间消费场景等 13 项具体内容遥 至此袁四个直
辖市今年的野夜经济冶举措全部配齐遥

除上述城市袁据叶证券日报曳记者不完全统计袁今年
以来袁还有成都尧济南尧三亚尧长沙尧厦门尧南京尧西安尧南
宁等地出台相关政策举措袁激发野夜经济冶新动能遥

此外袁8 月 27 日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叶关于加快发
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曳袁提出要活跃夜间商业和
市场遥 鼓励主要商圈和特色商业街与文化尧旅游尧休闲
等紧密结合袁适当延长营业时间袁开设深夜营业专区尧
24 小时便利店和野深夜食堂冶等特色餐饮街区遥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叶证券日报曳记者
表示袁野夜经济冶 是满足人们多元化生活需求的一类经
济形态遥 在时间上延伸了消费的链条袁能够丰富人们的
休闲娱乐生活袁挖掘人们在假期之外袁工作之余的消费
潜力;在空间上拓宽了消费的群体袁满足不同年龄尧不同
职业群体的需求遥 新甫

绎瑞金市象湖镇上坪村民委员会杨长明 渊身份证号 院
362102196508311010冤遗失个人印鉴章壹枚袁声明作废遥

绎 野瑞金市象湖镇上坪村民委员会冶 公章壹枚遗失 渊2001-
2005 年期间中国建设银行瑞金支行用冤袁特此声明遥

绎龚来生持有的证号为 01070091-2-13-3 土地使用证壹本
渊土地坐落于城西开发区站前路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9 月 23 日袁 中国吉林
网记者在长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获悉袁 从市场监
测的情况看袁中秋过后袁长
春市肉蛋类价格较为稳
定袁蔬菜价格有所下降遥 本
周袁 长春市场白条鸡价格
上涨袁猪肉尧牛羊肉尧鸡蛋尧
鲤鱼价格平稳袁 蔬菜整体
价格下降袁 水果价格有涨
有落遥

粮食尧豆油尧桶装油价
格平稳遥 大米均价渊每 500
克袁 下同冤2.68 元袁 面粉
2.14 元袁散装豆油 3.46 元,
桶装 渊5 升冤 色拉油 51.20
元袁 桶装大豆油 50.20 元袁
桶装调和油 61.00 元袁桶装

花生油 139.00 元袁 以上品
种价格与上期相比持平遥

白条鸡价格上涨袁猪
肉尧鸡蛋尧牛羊肉尧鲤鱼价
格平稳遥白条鸡 9.40 元袁上
涨 2.17%曰 猪肉 21.60 元袁
鸡蛋 6.16 元 袁 鲤鱼 7.40
元袁 牛肉 35.20 元袁 羊肉
37.80 元袁 干豆腐 4.04 元袁
以上品种与上期相比价格
持平遥

蔬菜价格下降遥 监测
的 27 种蔬菜价格 4 涨 13
降 10 平袁均价与上期相比
下降 1.24%遥 环比上涨幅
度 较 大 的 品 种 有 黄 瓜
31.96%袁 下降幅度较大的
品种有芹菜 15.00%尧生菜

12.90%尧 油麦菜 12.90%袁
其它品种涨跌幅度较小遥
中秋节后袁天气睛好袁蔬菜
上市量增加袁 菜价出现小
幅下降遥 国庆节即将到来袁
预计蔬菜价格大幅下降的
可能性不大袁 或将稳中小
幅波动遥

水果部分品种价格波
动较大遥 监测的 9 种水果
价格 4 涨 3 降 2 平袁 与上
期 相 比 袁 苹 果 下 降
12.50%尧鸭梨下降 4.55%袁
西瓜上涨 24.14%尧圣女果
上涨 13.89%袁其他品种价
格没有较小遥 近期苹果尧梨
子的新果上市袁 导致价格
下降遥 春纪

阴雨天气多发

陕西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对全省 10 个设区市尧

韩城市和杨凌示范区农贸市场蔬菜销售价格监测显示袁重
点监测的 23 种蔬菜市场平均价格为每 500 克 2.59 元袁比
9 月 11 日上涨 0.05%袁比去年同期下降 0.11%遥

分品种看袁23 种蔬菜中除甘兰价格有小幅下降袁 其余
品种价格均出现上涨遥 中秋至今袁陕西省多发阴雨天气袁对
蔬菜的生产尧运输以及销售环节产生了一定影响袁加之节
日因素袁陕西省蔬菜价格出现小幅上涨遥 目前袁陕西省蔬菜
品种丰富袁货源供应充足遥 金煌

江西永丰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节前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
国庆长假将至袁日前袁江西省永丰县市场监管局组织

人员在辖区内开展节前特种设备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袁重点
关注旅游景区尧危险化学品尧电站锅炉等特种设备安全袁确
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尧欢乐尧祥和的节日遥

在大仙岩尧龙冈畲族乡万功山尧沙溪欧阳修故居西阳
宫等景区袁检查人员查看了洞道及其相关游乐设施设备的
运行记录尧维修记录尧人员持证情况袁定期检验尧警示标志
设置等情况袁 重点对乘客束缚装置安全隐患进行排查袁要
求主要景区出台节假日应急预案及值班安排袁做好日常束
缚装置的确认检查工作遥

检查人员对电站锅炉的运行及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袁
听取了公司在安全生产风险与管控方面的报告袁探讨了建
立设备完整性体系袁合力推进安全管理的设想曰检查了野两
有证尧一检验尧一预案冶工作落实情况袁即设备有使用证尧人
员有作业证袁设备检验合格袁有应急预案及演练记录等遥 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袁 检查人员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袁消
除安全隐患遥

恩江尧龙冈尧藤田分局将进一步加大节前执法检查力
度袁重点对人员聚集场所的电梯尧大型游乐设施尧电站锅
炉尧 危险化学品容器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检
查遥 通过检查袁督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遥 郭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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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芹菜等 13 种蔬菜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