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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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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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涨4跌3平
据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数据

显示：11大类必需品价格，与上周相比 4涨
4跌 3平。粮食、猪肉、食盐、奶制品 4类价
格上涨；蛋类、水产品（批发）、食糖、蔬菜 4
类价格下跌；桶装食用油、禽类、水果（批
发）3类价格持平。重点监测的40种生活必
需品中，15种商品价格上涨，占37.5%；20种
商品价格下跌，占50%；5种商品价格持平，
占12.5%。具体表现如下：

粮食价格略涨，食用油价格持平。粮
食 零 售 价 格 综 合 指 数 为 7.27，上 涨
0.97%。其中小包装大米均价为7.06元/公
斤，上涨1.29%；小包装面粉均价为7.76元/
公斤，上涨0.13%。桶装食用油零售价格综
合指数为15.17，与上周持平。其中大豆油
10.7 元/升，与上周持平；花生油 22.98 元/
升，上涨 0.26%；菜籽油 14.08 元/升，上升

0.5%；调和油12.95元/升，下降0.92%。
肉类价格小幅上涨。精瘦肉零售价

为 53.92 元/公斤，上涨 1.01%。预计后期
市场猪肉零售价格或将保持平稳。

禽类价格持平，蛋类价格小幅回落。

白条鸡零售价为 23.4 元/公斤，与上周持
平 ；鸡 蛋 零 售 均 价 为 18 元/公 斤 ，下 跌
2.28%。气温下降带动蛋鸡产蛋率逐步恢
复，鸡蛋供给有所增加，加之食品企业中
秋、国庆备货接近尾声，预计后期鸡蛋价
格将继续回落。

水产品批发价格小跌。本周水产品
批发价格综合指数为 6.4，下跌 2.59%。其
中，草鱼下跌 1.4%、鲢鱼涨 3.42%、鲤鱼与
上周持平、鲫鱼较上周下跌5.94%。

水果批发价格持平。本周水果批发
价格综合指数为 4.4，与上周持平。其中，

苹果、香蕉与上周持平；梨下跌 5.58%、西
瓜上涨5%。

食糖与食盐价格一跌一涨。本周食
糖零售均价为 12.46 元/公斤，下跌 0.32%；
食 盐 零 售 均 价 为 4.85 元/公 斤 ，上 涨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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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8，下跌
3.29%。其中，酸奶、国外品牌婴幼儿奶、
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分别上涨 4.52%、
7.01%、0.06%；成人奶粉下跌 0.58%。由于
国内外奶牛存栏量减少，奶源价格出现周

期性上涨，再加上国庆、中秋双节临近，预
计后期奶制品零售价格或将上涨。

蔬菜农贸市场价格有所回落。本周
我市蔬菜农贸市场价格综合指数为 7.99，
周环比下跌 5.67%。监测的 17 个蔬菜品
种呈 4 涨 13 降趋势。其中，土豆、生姜、黄
瓜、苦瓜分别上涨 2.13%、0.61%、3.03%、
15.38%；圆白菜、油菜、芹菜、生菜、大白
菜、白萝卜、洋葱、西红柿、茄子、辣椒、青
椒 、豆 角 、冬 瓜 下 跌 1% 、20% 、4.49% 、
10.4%、0.9%、1.43%、1.11%、13.04%、2.6%、
1.22%、1.41%、28.31%、1.1%。

本报讯（王丰平 九江报业融媒记
者 谈思宏）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方便缴存职
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日
前，九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全
市推行异地贷款开具证明业务“同城
通办”，即职工异地购房贷款开具住房
公积金缴存证明，可在全市任一住房
公积金网点申请；如贷款未成功或已

结清，可在原开具证明网点申请撤销
或终止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异地贷
款”申请。

“同城通办”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业务。

开具异地贷款缴存证明：职工在
本市以外其他设区市购房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需要开具住房公积金缴存
证明，只需持本人身份证到住房公积

金网点申请开具《缴存证明》。
撤销异地贷款申请：职工如果异地

贷款未成功，需要撤销贷款申请，可持本
人身份证和已开具的《缴存证明》到证明
原开具网点申请撤销“异地贷款”申请。

结清异地贷款：职工结清异地贷
款，需要终止贷款状态，持本人身份证
和《贷款结清证明》到住房公积金网点
申请办理即可。

本报讯（王丰平 九江报业融媒记
者 谈思宏）为推进“放管服”改革，优
化住房公积金领域营商环境，规范二
手房贷款额度的认定，解决职工购买
二手房过户前的融资难问题，近日，九
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了《关
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二手房贷款业务的
通知》，对我市现行住房公积金二手房
贷款业务进行了部分优化。

贷款额度认定：按照住房公积金
贷款银行委托的评估机构评估价格
确定。

贷款办理流程：优化为在过户前
办理贷款，中心贷款终审后买卖双方
交易过户。即：中心预受理→银行签
订合同→中心复审→中心终审→交易
过户→抵押登记→银行放款。

贷款资金走向：由买卖双方协商，
到场签字确定贷款资金转账划入的约

定账户，约定账户的户名必须是买卖
双方的一方。若所在辖区住建部门有
资金监管要求的，应按当地住建部门
要求，将贷款资金转入指定监管资金
账户。

优化后需提供的二手房贷款材料

包括：

1、买方及其配偶双方身份证、户
口簿、婚姻状况证明原件（单身职工须
签署单身声明）；

2、卖方及其配偶双方身份证、户
口簿、婚姻状况证明原件（单身职工须
签署单身声明）及《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原件；

3、买卖双方的房产交易合同、买
方支付给卖方的首付款银行凭据或流
水原件及约定收款账户银行卡；

4、经委贷银行线下评估的，需提

供委贷银行盖章的预评估报告或正式
评估报告原件；

5、公积金中心和委贷银行要求提
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时限和收费：1、中心预受理到中
心终审（不含交易过户、抵押登记）5个
工作日。2、公积金贷款收费为“零收
费”。相关评估费用和抵押登记费由
委贷银行承担。

二手房“既贷又提”业务流程：买
方购买二手房需同时办理提取和贷款
业务时，实行先贷后提，凭过户后《不
动产权证》等相关证明办理提取手续，
账户余额需保留用于测算贷款额度的
金额。

此外，已按老办法办理了《不动产
权证》过户的，可继续按老办法办理贷
款，贷款额度认定可按评估价格。老办
法原则上执行到2020年12月31日止。

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流程再优化

过户前受理 过户后凭证明提取

异地贷款缴存证明可“同城通办”了
避免市民来回跑 省时又省力

背街小巷作为城市道路中的“毛细
血管”，连接着千家万户，于细微处展示
着一座城市的形象。近日，位于经开区
一、二、三马路的背街小巷顺利完成改
造，改造后的背街小巷焕然一新，路面
平整了、墙面出新了、管线整齐了，沿街
商户安装了统一的门头。环境的极大
改善让市民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人们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文明。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刘家 摄）

背街小巷大变样
文明新风渐养成

新闻集锦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陈芳）国庆长
假期间，庐山西海风景区天气形势总体较好，
预计前往该景区的游客较往年相比将有所上
升，而景区交通高峰期预计在 10月 2日 9：00
至10月5日20：00。有前往庐山西海风景区度
假计划的游客注意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

另悉，国庆期间，到往庐山西海风景区的
易拥堵、易发事故路段为省道 305线（易家河
村至司马游客中心路段），以及巾口高速收费
站至湖滨大道入口处路段，请自驾游游客注意
观察路况，小心谨慎驾驶。

本报讯（杨璜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祝冬

平 文/摄）9月 24日下午，九江水务公司维修
中心在城西港区官湖路公租房旁，组织了
DN600PCCP水泥管爆管实战演练。这是九江
水务公司在中秋、国庆节日来临之际，为确保
供水安全，及时启动供水保障实施方案，同时
强化应对举措，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安全生产特
别防护期各类专项安全管理活动，满足安全
水、放心水需要。

九江水务公司在提前做好供水设施检查
的同时，加大巡检力度，科学合理调度，强化供
水服务，加强水质检测；认真做好应急应对工
作，开展全面隐患大排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安
全生产活动。安全生产活动重点是抓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施工安全工作，通过开展隐患排
查整治，梳理检查出风险、隐患，理清整改顺
序，有效、强力落实整改，并通过对风险、隐患
的分析，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业务流程，避免出
现安全事故。

九江水务公司：
开展两个月专项活动
确保供水安全放心

DNDN600600PCCPPCCP水泥管爆管实战演练现场水泥管爆管实战演练现场。。

10月2日至5日
庐山西海景区
或将迎来交通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