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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22省运会

据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数
据显示：11大类生活必需品价格与上周相
比 2涨 6跌 3平。其中，肉类、奶制品价格
上涨；粮食、禽类、鸡蛋、食糖、蔬菜、水果
价格下跌；桶装食用油、食盐、水产品价格
持平。重点监测的62种生活必需品中，23
种商品价格上涨，占 37.10%；27种商品价
格下跌，占43.55%；12种商品价格持平，占
19.35%。具体表现如下：

粮食价格下跌、食用油价格持平。
粮食零售均价为 5.67 元/公斤，较上周价
格下跌0.3%。其中，小包装大米价格下跌
0.7%；小包装面粉价格与上周持平。桶装
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5.85元/升，与上周价
格持平。其中，菜籽油价格上涨 0.1%、花

生油、豆油、调和油价格与上周持平。目
前全市粮油市场库存充足，价格波动变化
幅度较小，市场运行相对稳定，预计后期
全市粮油整体价格仍将保持小幅波动。

肉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零售均价
为 61.97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0.4%。其
中，精瘦肉零售价 43.05 元/公斤，上涨
0.4%；五花肉零售价 33.16 元/公斤，上涨
0.5%；牛腿肉零售价 96.58 元/公斤，下跌
0.1%。预计短期内，猪肉整体价格上涨。

禽、蛋价格双双下跌。白条鸡零售均
价为 23.14 元/公斤，较上周下跌 0.9%；鸡
蛋零售均价 13.68 元/公斤，较上周下跌
0.2%。

水产品零售价格持平。本周水产品

零售均价为 26.3 元/公斤，与上周价格持
平。其中，鲢鱼下跌0.1%；鲫鱼、草鱼、鲤
鱼价格与上周持平。

水果零售价格下跌。本周水果零售
均价为 9.67 元/公斤，较上周下跌 1.8%。
其中，苹果、香蕉、葡萄价格分别下跌
4.1%、0.5%、6.2%。

食糖价格下跌、食盐价格持平。本周
食糖零售均价为 8.59 元/公斤，较上周价
格下跌0.8%；食盐零售均价4.56元/公斤，
与上周持平。调味品市场近期供需稳定，
预计后期整体价格平稳运行。

奶制品零售价格上涨。本周奶制品
零售均价为109.42元/公斤，较上周价格上
涨0.1%。其中，国外品牌婴幼儿奶粉和国

产品牌婴幼儿奶粉分别上涨 0.1%、0.3%；
灭菌奶、酸奶、中老年奶粉价格分别下跌
0.1%、04.%、0.1%。

蔬菜零售价格下跌。本周我市蔬菜
零售均价为 7.31 元/公斤，较上周下跌
1.1%。其中，油菜、生菜、大白菜、圆白菜、
西蓝花、菜花、生姜、莴笋、山药、冬瓜、西
葫芦、西红柿、辣椒、青椒、韭菜分别上涨
2.7%、4.8%、0.7%、1%、1.2%、0.6%、7.1%、
6.8%、2.5%、6.1%、5.7%、3.6%、1.4%、8.1%、
3.9%；芹菜、白萝卜、土豆、胡萝卜、莲藕、
黄瓜、苦瓜、豆角、豆芽、茄子、洋葱、蒜
头、大葱分别下跌 0.1%、1.6%、2%、3%、
1.1%、7.7%、19.6%、8.8%、11.4%、20.4%、
2.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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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类必需品价格与上周相比2涨6跌3平

本报讯（记者 余超）9月 22日，江西省第
十六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来到瑞昌市。通
过火炬传递点燃了瑞昌市民参与省运会、热爱
体育、全民健身的火热激情。

当日 9时，在国歌声中，火炬传递仪式开
始。火种护卫队员持省运会火种进入瑞昌市
瀼溪公园点燃火种盆。随着第一棒火炬手周
贲起跑，瑞昌站火炬传递正式开始。

省运会火炬传递瑞昌站活动由瑞昌市瀼
溪公园出发，终点是瑞昌市体育公园，沿途3.1
公里的传递路线把瑞昌市的城市新貌等地标
串联起来，传递线路上的群众为火炬手摇旗加
油，展示出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新
时代风貌。

当天参与火炬传递的火炬手来自瑞昌市
各行各业，既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九
江道德模范”，也有疫情防控、脱贫攻坚、退役
军人先进典型代表。最后一棒火炬手孙成华
将火炬传至瑞昌市体育公园水韵广场，在这里
举行了收火仪式，组委会代表向火炬手代表赠
送纪念火炬，最后由火种护卫队将火种引入火
种灯。至此，瑞昌站火炬传递圆满结束。

火炬手李奇说：“省运会火炬在瑞昌市传
递，作为瑞昌人，我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自
豪，希望通过省运会推广全民健身运动，点燃
全民健身热情。”

本报讯（记者 金璐）锣鼓喧天、彩旗飘
扬。9月21日上午，九江国际网球中心建设项
目竣工启用仪式在八里湖体育中心举行。省
运会组委会秘书长、市委副书记蒋文定出席并
宣布项目启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八里湖
新区党工委书记刘武爱出席仪式。

据悉，九江市国际网球中心项目总投资约
1 亿元，占地约 72 亩，总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
方米。按照 WTA 女子国际网球联赛赛事标
准，可容纳 3500名观众，包括三片室外带 300
人的看台比赛场。该项目自 2021年 5月底开
工，经过艰苦奋战如期高质量完成。

作为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网球项目的
主场馆，九江国际网球中心将全力服务好省运
会网球赛事，并将以承接国内、国际大型网球
赛事和非比赛日对公众开放结合的方式开展
经营，在实现高规格赛事举办、展示城市品位
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标准化、
专业化运动场所，为九江发展大众体育、增强
市民体魄作出贡献。

本报讯（陈河银 见习记者 胡依
倩 记者 陈诚）日前，由市文广新旅局
主办的 2022江西“百城百夜”文化和旅
游消费季九江分会场活动举行线上启
动仪式。活动发布了“九点九江”夜间
文旅消费品牌，并以“全民浔惠 乐购九
江”为主题，通过搭建活动平台、鼓励企
业让利、强化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为市
民和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的消费盛宴，进
一步释放我市文旅市场消费潜力。

烟火九江，与美好相伴，让万物可
期。每当华灯初上时，九江夜便引得人
们纷纷走出家门，他们中有的欣赏九江

夜晚的秀色美景，有的则大快朵颐、畅
享美食。市文广新旅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夜经济“点亮”了城市生活，激发消
费活力，为进一步释放我市夜间文旅消
费活力，我市将以创建国家级夜间文旅
消费集聚区和省级文旅消费试点城市为
抓手，打造“九点九江”夜间文旅消费品
牌，并打造一批网红式、高品质、特色化
城市书房，打响“夜游”“夜食”“夜秀”“夜
购”“夜宿”“夜读”“夜娱”等夜经济“引
客”名片，培育集夜间观光游憩、特色餐
饮、时尚购物、文化演出、健身娱乐、沉
浸体验于一体的夜间消费产业体系。

活动启动仪式现场，诸多文旅产品
亮相线上直播间，相关文旅企业还进行
了项目签约，为持续提升九江文旅发展
环境、激活文旅市场“新生力”注入动
能，加快推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 10 月
底。活动期间，我市各县（市、区）还将
开展非遗购物节、露营音乐节、美食嘉
年华等近百场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并
积极推出促进文旅消费的相关举措，做
大九江的文化旅游、做旺九江的文旅消
费，进一步激发内需消费潜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 胡依倩）日前，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依据有关规定和安排，

“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庐山山上景区（南、
北门换乘中心内）实行旅游交通换乘。

据了解，换乘时间为10月2日零时至10
月7日18时。在此期间，所有外地自驾车、旅
游客运车及无上山通行证车辆一律在山下
南、北门换乘中心换乘；此段时间内，相关部
门将根据游客流量实际情况和疫情防控最
新要求，适时对换乘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国庆假期
庐山实行旅游交通换乘

本报讯（张玉华 见习记者 胡
依倩 记者 陈诚 文/摄）日前，由文
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中国——东
盟博览会旅游展（简称“旅游展”）在
桂林举办。旅游展上，我市文广新
旅部门布置的九江展位吸引了参展
人员的目光，展示出九江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本届旅游展以“共享 RCEP 新
机遇 共建文旅发展新格局”为主
题，各项展览及相关活动采取线上
线下双平台的模式举办，多角度、
全方位展示各地文化和旅游新业
态、新产品。在江西展区的九江展
位上，我市文广新旅部门围绕“悠

然庐山 魅力九江”主题，展出了我
市各具特色的文旅产品。丰富多
样的产品一经亮相便备受青睐，吸
引了众多参展人员的目光，九江旅
游的宣传手册和文旅产品更是受
到参展人员的追捧。

市文广新旅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通过参加此次旅游展，九江向全
国游客和旅行商展示了我市丰富的
文旅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
我市将不断加强与各地的文旅互
动、交流和合作，把九江丰富的文旅
资源和产品推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进一步提升“悠然庐山 魅力九江”
城市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助力九江打造国际旅游名城。

本报讯（叶子涵 实习生 梅蔚蕾 记
者 陈芳）为有效联动庐山西海主景区南北
发展，进一步优化旅游动线，2021年 11月
起，庐山西海风景区全面启动梦生山码头
提升改造项目。目前，该码头主体建筑已
全面完工，周边硬件设施正在逐步配齐。
预计9月底，梦生山码头可投入使用，国庆
期间，游客可直接从梦生山码头游湖登岛。

作为庐山西海风景区的老码头，梦生
山码头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约 2亿元，用
地 48.87 亩，其中游客中心建筑面积为
1650平方米。通过改造提升，梦生山码头
增加了三个验票口，环境绿化提升了80%。

据了解，作为梦生山码头的配套项目，
庐山西海游客服务中心西区项目也已完成
大半，其中停车场已经初步成型。据项目
施工负责人吴敦亮介绍，庐山西海游客服
务中心西区停车场共设置有900多个停车
位，将满足国庆期间游客的停车需求。

庐山西海梦生山码头
国庆期间将对游客开放

江西“百城百夜”文旅消费季九江分会场活动启动

“九点九江”夜间文旅消费品牌发布九江国际网球中心
竣工启用

省运会火炬
在瑞昌传递

“悠然庐山 魅力九江”主题展位
亮相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