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期，“菜比肉贵”“一把青菜十几元”
引发民众高度关注和热议。随着官方保供
稳价措施的快速落地，这两天常买菜的人
可能会发现，黄瓜、菠菜等之前价格猛涨
的蔬菜价格开始下降了。

多种蔬菜价格出现下降多种蔬菜价格出现下降

11月5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超市发
现，菠菜、空心菜等部分绿叶菜价格每斤
已回归到10元以内，有超市工作人员也表
示，蔬菜价格有所下降。

“小菠菜8元一斤，黄瓜5.98元一斤，
旱黄瓜5.5元一斤，小白菜4元一把。”这是
北京市西城区某菜市场的蔬菜价格。

“小菠菜价格最高的时候都是卖15元
一斤的”，卖菜商贩告诉记者，“黄瓜价格
最近也降了。”

此前，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
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10 月，蔬菜
批 发 均 价 为 4.78 元/公 斤 ，环 比 上 升
24.9%，同比上升 26.9%。其中，黄瓜、菠
菜、油菜、茄子和白萝卜价格环比增幅较
大 ，幅 度 分 别 为 91.0% 、84.1% 、63.9% 、
33.6%和31.2%。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另一家超市内，部
分绿叶菜价格相较10月下旬出现明显下
降。如，小白菜每斤从8.98元降到3.28元；
水菠菜每斤从 11.98 元降到 9.58 元；油麦
菜每斤从9.98元降到4.58元；奶油生菜从
每斤 9.58 元降到 7.98 元。不过小葱、香芹
等蔬菜价格还未出现回落。

不仅仅是北京，在辽宁本溪，“菜花之
前曾卖到8元一斤，前两天降到5块多，5
日价格有所升高，卖6.5元；菠菜之前涨到
5元一斤，现在降到3.5元；芸豆之前卖8块
多，现在卖6块多”，当地一位居民表示。

从全国来看，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
蔬菜平均批发价格近几日持续回落，其中
菠菜和油菜批发价格降幅超10%；国家发
改委监测的36个大中城市15种蔬菜平均
零售价格也出现回落，其中黄瓜、油菜价
格降幅达10%左右。

蔬菜价格为何开始快速下降了蔬菜价格为何开始快速下降了？？

对于此前菜价上涨较多，农业农村部
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4日表示，主要
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灾害性天气导致上

市量有所减少；二是农资价格上涨增加了
生产成本；三是运输流通成本明显增加；
四是一些北方设施蔬菜主产省电力供应
不足，影响了蔬菜集约化育苗和工厂化生
产。此外，个别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点状散
发，也增加了产销衔接的难度。

“但10月中下旬以来，北方地区多晴
好天气，蔬菜生产已基本恢复正常，采收
上市量会陆续增加”，唐珂表示，因此近
日全国总体菜价涨幅已经收窄，不少地
区菠菜、生菜等绿叶菜价格开始明显回
落。

另外，多地启动投放储备菜等保供稳价
工作也是促使蔬菜价格回落的一大因素。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随着各地保供稳
价措施的落实，蔬菜批发和零售价格有所
回落，其中前期涨幅较大的鲜嫩蔬菜价格
降幅明显。

虽然蔬菜价格整体出现回落，但并不
是所有蔬菜价格都下降了。北京新发地市
场统计部负责人刘通向记者指出，“只有
菠菜、小白菜等生长周期短、恢复比较快
的蔬菜价格出现明显回落，尖椒、柿子椒
等价格还都是在高位。”

另外，记者注意到，最近土豆、大白菜
等冬储菜价格有所抬升，在北京某超市，
大白菜价格相较10月下旬涨了1元左右。

“大白菜价格有所上涨，是因地头的白
菜砍了以后在入库入窖，进入市场的白菜
不是特别充足，所以价格比较坚挺。土豆也
是这个原因——在入库储备。”刘通解释。

后期菜价是否继续走低后期菜价是否继续走低？？

“从生产情况看，秋季蔬菜是减产的，
冬季蔬菜在定植的时候受到不利天气的
影响，上市期也有所推迟，所以目前蔬菜
供应还是偏紧。”刘通分析，整个冬春季蔬
菜的生产可能会呈现前紧后松的状态。

“但拿北京来说，现在已经进入蔬菜
季节性上涨期间，再加上正处于供应偏紧
状态，两种合力下，短期菜价总体还是会
保持在高位，随着供应形势的好转，或会
出现一些回落，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
现。”刘通说。

虽然短期菜价还会偏高，但唐珂表
示，从全年看，预计全国蔬菜面积 3.2 亿
亩，产量7.5亿吨，比上年增加1%左右。从
当前看，在田蔬菜面积达 1.03 亿亩，同比
还增加了400万亩，预计未来三个月后也
就是“两节”前后，蔬菜供应量能够达到2
亿吨、增加700万吨。也就是说，可以为每
人每天提供3斤菜。

你最近买菜了吗？你那儿的蔬菜价格
降了吗？ 本报综合消息

多种蔬菜价格已经出现下降
新华社大连11月6日电（记者张博群 郭翔）

记者从大连庄河市了解到，该市6日启动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进一步排查疫情传播风险。

庄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5
日发布通告，所有非生活必需的公共场所一律关
闭，群众聚集性活动一律暂停。城市社区居民实
行居家，不得随意外出，听从防疫和社区服务人员
安排。

庄河市要求，商超、药店、酒店、餐饮等生活必
需公共场所，由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
合理布局、科学选择部分场所，报疫情防控总指挥
部审核同意后方可管控运营，并且要按照行业管
理部门的要求，合理安排营业时间，使用外送、跑
腿等方式代为服务，并严格执行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等措施。

为保障群众购买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需
要，庄河市公布了街道、社区服务电话及相关定点
服务单位电话，有需求的居民可电话咨询、采购，
由社区志愿者提供服务。

新华社北京11月 6日电（记者赵文
君）市场监管总局6日向全国互联网平台
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下发《关于规范

“双十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
示》，从八方面规范促销经营行为，切实维
护“双十一”期间网络交易市场秩序，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工作提示主要包括八方面内容：一是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在促销期间，要把好
平台准入关，落实审查核验义务，督促平
台内经营者亮照、亮证、亮标经营。二是
严格规范促销行为。要提高促销行为的
公开化和透明度，禁止采取“先提价后打
折”、虚构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方
式开展促销。三是严格规范广告发布行

为。提升广告审核水平，杜绝虚假宣传、
低俗广告，有效拦截虚假违法广告。四是
严格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通过排
除、限制竞争及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
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等开展促
销。防止虚假交易、刷单炒信、虚假评
价等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发生。五是严
格防范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严格执
行问题商品处置规则，对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及其经营者及时采取禁限措施，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六是严格禁止销售违
法违禁商品。开展信息发布审核和实时
巡查，做好违法违禁商品清查，及时下
架或删除违法违规产品链接。七是妥善
化解网络消费纠纷。完善高效、便捷的

投诉受理、处理和反馈机制，畅通消费
者投诉举报通道，及时受理、高效处理
投诉举报，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
益。八是强化政企沟通协作。要积极配
合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平台内经营者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平台自治与政府监
管的良性互动，共同引导平台内经营者
提高守法经营意识。

市场监管总局同时要求属地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指导，通过线下约谈、线上指
导和宣传教育等方式，督促指导平台企业
履行法定义务，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测
监管，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畅通12315
投诉举报渠道，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
范网络交易市场秩序。

新华社西昌11月6日电（李国利 黄国畅）11
月6日11时0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三星”的方
式，成功将遥感三十五号卫星A星、B星、C星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6次飞
行。

新华社兰州11月6日电（记者胡伟杰）记者6
日从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甘肃省新冠肺炎危重型病例已清零。兰州将
梯次推进小区有序解封。

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梁朝阳介绍，10月
18日至11月5日24时，甘肃136例本土确诊病例
中，累计治愈出院4例，现有132例在定点医院集
中救治。

兰州市副市长杨德智介绍，首批符合居家隔
离条件的215名隔离管控人员已安全转运，进行
居家医学观察。兰州市将按照“遵循规范、适度从
严、分层分级、精准管控”的原则，从“封控区—管
控区—防范区—常态化”四个层面着手，对具备条
件的小区逐步降级、精准管控，梯次推进小区有序
解封。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李国利 孙伟）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6日透露，执行我国空间站
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已完成隔离恢复，目前正在休
息地疗养恢复。

神舟十二号乘组返回后，航天员科研训练中
心针对任务飞行时间长和航天员自身特点，量身
定制恢复计划，3名航天员完成身体重力再适应，
各项生理指标恢复达到预期目标。同时，3名航
天员还接受了失重防护锻炼措施效果评估测试，
参加了在轨试/实验项目返回后对照实验等活动，
飞行任务各项实施计划目标圆满完成。

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表示，强大的
祖国和一代代航天人的努力，是他们圆满完成任
务的底气和信心。全国人民的问候和祝福，让他
们更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疗养恢复后，神舟
十二号乘组将通过见面会形式正式向全国人民汇
报任务执行情况，并尽快投入恢复性训练。

新华社北京11月 6日电（记者王优
玲）记者6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北
京、厦门、景德镇等21个城市（区）将开展
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第一批试点自
今年 11 月开始，为期 2 年，重点探索城市
更新统筹谋划机制，探索城市更新可持续
模式及探索建立城市更新配套制度政策。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的
《关于开展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的通
知》，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目的为，针对我
国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重要时期所面
临的突出问题和短板，严格落实城市更新
底线要求，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结合
各地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城市更新的工作
机制、实施模式、支持政策、技术方法和管

理制度，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
品质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引导各地互学互鉴，科学有序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

通知指出，要加强工作统筹，建立健
全政府统筹、条块协作、部门联动、分层落
实的工作机制。坚持城市体检评估先行，
合理确定城市更新重点，加快制定城市更
新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划定城市更新单
元，建立项目库，明确城市更新目标任务、
重点项目和实施时序。鼓励出台地方性法
规、规章等，为城市更新提供法治保障。

要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
众参与的可持续实施模式。坚持“留改拆”
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开展既有建

筑调查评估，建立存量资源统筹协调机
制。构建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加大各级
财政资金投入，加强各类金融机构信贷支
持，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健全公众参
与机制。

这21个试点城市（区）包括：北京市、
河北省唐山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辽宁省沈阳市、江苏省南京市、江苏省
苏州市、浙江省宁波市、安徽省滁州市、安
徽省铜陵市、福建省厦门市、江西省南昌
市、江西省景德镇市、山东省烟台市、山东
省潍坊市、湖北省黄石市、湖南省长沙市、
重庆市渝中区、重庆市九龙坡区、四川省
成都市、陕西省西安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一箭三星！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五号卫星A星B星C星

神舟十二号飞行乘组已
顺利完成前期状态恢复

市场监管总局：八方面规范双十一促销经营活动

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名单出炉

大连庄河市启动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甘肃

新冠肺炎危重型病例已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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