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数据
显示：本周，11大类必需品价格，与上周相
比 9涨 2跌。重点监测的 40种生活必需品
中，26种商品价格上涨，占 65%；13种商品
价格下跌，占 32.5%；1种商品价格持平，占
2.5%。具体表现如下：

粮油价格双双小幅上涨。粮食零售
价格综合指数为 6.63，较上周上涨 3.76%。
其中小包装大米均价为6.35元/公斤，较上
周上涨 3.25%；小包装面粉均价为 7.28 元/
公斤，较上周上涨4.75%。桶装食用油零售
价格综合指数为14.48，较上周上涨1.54%。
其中大豆油9.63元/升，较上周下降3.51%；
花生油20.56元/升，较上周上涨2.34%；菜籽
油 13.81 元/升，较上周下跌 0.58%；调和油
13.92元/升，较上周下降6.58%。

肉类价格微涨。精 瘦 肉 零 售 价 为

50.54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0.22%。预计
后期市场猪肉零售价格或将保持平稳。

禽类、鸡蛋价格略涨。白条鸡零售价
为 23.4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0.65%；鸡蛋
零售均价为 17.07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6.69%。禽、蛋类市场长期供需平衡，预计
后期禽、蛋类价格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水产品批发价格微跌。本周水产品批发
价格综合指数为6.56，较上周下跌0.15%。其
中，鲤鱼下跌1.41%、鲢鱼涨1.74%、草鱼与上
周持平、鲫鱼较上周下跌0.25%。

水果批发价格微涨。本周水果批发
价格综合指数为 4.4，较上周上涨 0.92%。
其中，苹果较上周下跌 2.75%；香蕉、梨、
西瓜较上周上涨 2.86%、6.25%、5.26%。三
伏已过，酷暑渐消，水果开始出现季节性
变化，预计后期时令水果价格将保持一定

波动。
食糖与食盐价格一涨一跌。本周食

糖零售均价为 12.5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8.79%；食盐零售均价为 4.8 元/公斤，较上
周下跌1.03%。

奶制品零售价格有所上涨。本周奶
制品零售价格综合指数为 154.3，较上周
下跌 12.71%。其中，酸奶、国外品牌婴幼
儿奶、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成人奶粉价
格分别较上周上涨 9.44%、23.25%、6.88%、
1.37%。由于国内外奶牛存栏量减少，奶
源价格出现周期性上涨，预计后期奶制品

零售价格或将上涨。
蔬菜农贸市场价格小幅上涨。本周

我市蔬菜农贸市场价格综合指数为 8.47，
周环比上涨 4.96%。监测的 17 个蔬菜品
种，呈10涨7降。其中油菜、芹菜、生菜、西
红柿、黄瓜、茄子、辣椒、青椒、豆角、冬瓜
价 格 较 上 周 分 别 上 涨 17.65% 、12.66% 、
7.19% 、12.61% 、11.49% 、12.08% 、8.12% 、
3.7%、25%、5.08%；圆白菜、大白菜、白萝
卜、土豆、洋葱、生姜、苦瓜价格较上周分
别 下 跌 5.12% 、12.32% 、10.97% 、4.67% 、
7.6%、8.84%、1.6%.。

由于今年高考延后一个
月，招录工作也相应延后。9月
15日，九江学院门前，来自山东
的曲先生和妻子送今年考入大
学的女儿（右一）入学。当天下
午，九江学院迎来不少前来报
到的2020届新生。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欧阳

海员 摄）

大学，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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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日报社根据融媒体发
展规划，近期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 3名新媒体人才，从事九江日报社
官方微信公众号“九江 e媒”策划、采
编、运营等工作。

此次招聘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
标准，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
原则，选拔政治坚定、品行端正、业务
素质过硬的人才。要求年龄在 35周
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中文、新闻等专业和新媒体相关联的
采编、直播主持、广告策划、运营管理

等工作经验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据悉，此次招聘报名时间为2020

年 9月 16日～9月 23日。九江日报
社成立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次
招聘活动组织实施，先后进行报名、
资格初审、笔试、资格复审、面试、考
察等程序确定拟录用人选。

考察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与九
江一媒新闻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试用期3个月，期满后根据
考核情况确定是否正式聘用。一经
正式聘用，享受九江日报社聘用人员

待遇。
有意应聘者请关注“九江 e媒”微

信公众号，进入招聘专栏，点击“阅读
原文”，下载填写《九江日报社新媒体
人才招聘报名表》，连同身份证、两寸
近期免冠照片、学历学位证书、优秀
作品、获奖证书、工作经历证明等，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至：372921064@qq.
com。邮件主题：应聘岗位+应聘者姓
名+联系电话。

联系人：汪先生
15270567122

九江日报社招新媒体人才 有意者快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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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市商务局协办】【
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商贸服务科分析提供

市场
监测

2020年9月第3周九江市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分析

11大类必需品价格与上周相比9涨2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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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黄泰 陈

芳）为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
检验我市防空警报预警报知防范能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关于组织防
空警报试鸣的规定，我市将于9月18日组织
全市防空警报试鸣。试鸣时间为10时至10
时15分，在市区统一试鸣防空警报。

三种防空警报发放时间及音响信号为：
10时发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
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为 3分钟；10时 06分发
放空袭警报，鸣 6秒停 6秒，反复 15遍为一
个周期，时间为 3分钟；10时 12分发放解除
警报，连续鸣3分钟。

全体市民听到警报信号后，请保持正常
工作和生活秩序。对借机闹事扰乱社会秩
序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9月18日10时至10时15分
九江将响起防空警报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陈芳 黄

泰）记者从 9月 15日召开的 2020年九江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暨户口整顿专题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11月 1日起，我市将通过普
查员入户询问、当场填报，或由普查对象通
过互联网自主填报的方式进行九江市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此次人口普查采用按现住地登记的原
则，普查对象为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在普查员入户登记前，普查对象需准备
好身份证件，提前了解外出家庭成员的现住
地址等信息，等待普查员上门登记。住户如
需自主填报，可在普查员入户摸底时向普查
员说明，请普查员提供自主填报入口，按照
自主填报要求按时如实申报信息。普查机
构将参考部门行政记录等资料进行比对复
查，确保普查登记真实准确，不重不漏。

据悉，全市将动员约 1.8万名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进入 160多万户家庭进行登
记。登记采用电子化的方式，采取普查员使
用电子采集设备〔手持移动终端（PAD）或智
能手机〕登记普查对象信息并联网直报数据。

我市将组织全市普查员签订保密协议，
市民无需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必须如实提
供普查信息。若普查对象拒绝提供人口普
查所需的资料或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信
息，县（市、区）普查机构将责令其改正，并予
以批评教育。此外，人口普查对象若阻挠普
查机构和普查人员依法开展普查工作，有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将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来啦
普查员上门，请配合一下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陈沽

玥）近日，市市监局发布制止餐饮服务浪
费行为六项制度，广泛开展以“树光盘，
不剩宴，消费不浪费”为主题的文明餐桌
行动，努力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氛围，从根本上解决浪费问题。

六项制度分别是：餐饮企业“承诺
制”，餐饮接待“N-1”制，食堂用餐“选餐
制”，打包餐盒“免费制”，实现光盘“奖励
制”，农村宴席备案制。

餐饮企业在申请开办许可时，须向
行政许可部门提交杜绝浪费的承诺书；
餐饮企业营业后要在店堂醒目位置张贴
杜绝浪费承诺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通过承诺制，大力弘扬“厉行节约、杜绝
浪费”，宣传引导餐饮企业自觉开展制止
餐饮服务环节浪费行为的活动。

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中，大
力宣传和倡导在公务接待以及社会用餐
中厉行节约，实行就餐人数“N-1”的点餐
模式，从源头上节约开支，制止浪费。例
如：10个人用餐，点9个菜。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学校食堂
倡导推行食堂用餐“选餐制”，合理安排
食堂餐食品种，将传统的“套餐制”改为

“选餐制”，配备“半份菜”。
开展“免费”打包餐盒试点工作，积

极引导相关商业企业和餐饮企业合作，
联合推行打包餐盒免费供给，鼓励市民
剩宴打包，避免铺张浪费。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大力倡导
推行“光盘换水果”、在社会餐饮推行“光
盘换优惠券”等系列节约有奖活动，用利
益导向方式遏制餐饮浪费。

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西省农村集体
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办法》的相关规
定，农村集体聚餐的承办者和举办者应
在聚餐举办前填写信息登记表，将聚餐菜
单、举办地点、举办时间、举办餐次、预期
参加人数等内容，主动、及时、如实地报告
当地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将备案信息通
报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派出机构。县级市
场监管部门派出机构、村组和农村食品安
全协管员、信息员要及时做好指导、提醒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避免农村宴席浪
费，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我市推行制止餐饮浪费“六项制度”

要让“光盘”成为一种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