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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一：鸡蛋价格涨幅明
显，市民采购整箱购买

1月18日，在郑州市银通
路早集上，记者走访发现，鸡蛋
卖得很火。

7.5元一斤的价格，引得市
民争相购买。在其中一个卖鸡
蛋的摊位前，摆了很多纸箱，摊
主在忙着给顾客装箱。“一箱一
百多。”记者问价格，摊主边忙
边应和，“小点的鸡蛋每斤7.5
元，大点的6.8元每斤。”

19日，记者再次来到早集
上打探得知，本来售价相对便
宜的地方，鸡蛋价格平均在每
斤6.8元、7.5元，比超市和蔬菜
店都贵。

18日中午，在郑州北区茂
源街一居民小区门口的蔬菜
店，记者打探得知，最普通的鲜
鸡蛋价格最近一直在涨，由之

前的每斤四五元，一下涨到现
在的每斤六元。而品质好一点
的柴鸡蛋卖到每斤7.5元，虫草
蛋卖到每斤10.5元。

1月18日，在郑州市农科
路上的中型超市、较大果蔬卖
场与较小果蔬店内走访时，记
者发现，每斤鲜鸡蛋的价格分
别为5.98元、6.58元、6.38元。

这些卖鸡蛋的商户告诉记
者：“十多天前每斤鸡蛋还是三
四块，像今天已经卖到6.58元
了。不过后面肯定还会涨的，大
约会涨到七八块的样子，肯定
能卖到每斤7块钱，并且短时
间内基本不会降价的。”

对于近期鸡蛋的涨价现
象，经常买菜的退休市民刘女
士深有体会：“上周一、周二的
时候，我到某超市买鸡蛋，那里
最便宜吗，当时大概是3块 9
毛9一斤。上周五的时候就已
经是每斤4块多了，今天都已

经涨到5块2毛多了，今年涨
价特别快！”

而据记者了解，去年12月
份河南鸡蛋价格环比上涨，监
测数据显示：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克（每斤）为3.96元。

相比之下，现在，郑州市场
上最普通的鲜鸡蛋价格较之前
平均每斤上涨了2至3元。

省发改委官网最新一期（1
月15日）的监测结果显示，就
鸡蛋价格来说，近期涨幅较高。
1月15日鸡蛋全省平均价格为
5.14元/500克，比上周（1月4
日至 8 日，以下均同）上涨
17.89% ，比 上 年 同 期 上 涨
14.48%。

走访二：大白菜和白萝卜
价格较以前上涨一两倍

“大白菜昨天还1.08元一
斤呢，今天可涨到了1.3元一
斤。”1月18日，在郑州市银通
路早集上，一早来赶集的郑州
市民沈女士惊讶道。

而19日，记者再次来到郑
州市银通路早集打探得知，大
白菜已涨到1.5元每斤。

18日中午，在花园路鑫苑
路附近的某大型超市内，大白
菜卖到每斤1.58元，白萝卜每
斤1.28元。

在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走
访时，记者发现，大白菜与白萝
卜的价格也不便宜，每斤价格
分别为1.48元与1.78元。

在较大果蔬卖场，此类蔬
菜的价格比超市与果蔬店的便
宜一些。

记者打探获悉，原来大白
菜便宜时卖到五六角或者七八

角一斤，而现在的市场价，较以
前上涨一两倍。

就蔬菜而言，1月15日，来
自省发改委官网的监测结果显
示，价格普遍上涨、均价继续提
升。与上周比，11个蔬菜品种
10涨1降，除西红柿价格下降
2.11%外，其余蔬菜品种价格
均有不同程度上涨。与上年同
期比，11个蔬菜品种6涨5降，
大白菜、上海青、青椒、白萝卜、
芹菜和胡萝卜价格上涨，其余
品种价格下降。

走访三：大葱价格较之前
普遍降低但总体价位不低

记者走访中发现，前期曾
被报道价位超高的大葱价格已
经下降，但价位依然不低。

早集上的大葱价格稍微偏
低，但每斤也是5元。居民小区
门口蔬菜小店的大葱价格是每
斤6元，而大型超市内的大葱
价格却是每斤6.98元，直逼每
斤7元。

在超市内记者看到，很多
大葱是三根两根捆扎在一起称
过重的，三根大葱的价格多在
八九元，有的近十元。其中一把
三根的大葱总值为9.69元，一
根葱合到3.23元。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个别
青叶蔬菜和椒类的价格也不便
宜，超市内生菜的价格是每斤
5.58 元，而螺丝尖椒是每斤
10.8元，尖椒9.9元每斤。

数据：主要蔬菜价格普遍
上涨、均价继续提升

1月15日，来自省发改委

官网的监测结果显示，与上周
相比，该周我省主要食品价格
继续上涨。分类来看，主要原粮
价格上涨、粮食制品及食用油
市场价格稳中略涨；主要蔬菜
价格普遍上涨、均价继续提升；
生猪价格先降后略涨、肉类价
格持续小幅上涨，鸡蛋价格涨
幅明显；水产品价格稳中有涨；
豆腐和纯牛奶价格略降。

主要原粮价格上涨、粮食
制品及食用油市场价格稳中略
涨。所监测的4种食用油全省
平 均 价 格 分 别 为 ：花 生 油
134.91 元/5 升、菜籽油 75.19
元/5升、大豆油65.61元/5升、
食用调和油70.13元/5升。与
上周比，4种食用油价格稳中
略涨。

分析：多种因素导致鸡蛋
蔬菜价格涨幅明显

据记者了解，白菜萝卜鸡
蛋等蔬蛋价格上涨，和春节越
来越近市民需求量增大有关。

不过，面对鸡蛋一直涨价
的原因，普通市民大多都不了
解。有商户分析，可能与石家庄
等河北疫情也有一定关系，“毕
竟河北也是北方蔬菜等主要供
应基地”。

这一说法得以印证。
省发改委官网最新市场监

测数据结果显示，我省新鲜鸡
蛋部分来自河北，因河北省疫
情管控，鸡蛋调运受到影响，市
场供应阶段性偏紧，加之受蛋
鸡产能季节性下降、饲料价格
上涨和肉类价格上涨连带效应
综合影响，近期鲜鸡蛋价格涨
幅明显。

鸡蛋涨幅明显，现在每斤六七元
春节临近,主要蔬菜价格普遍上涨、均价继续提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文图

十多天前三四元一斤的鲜鸡蛋，现在卖到六七块
了？作为冬季时令蔬菜之王的大白菜和白萝卜，向来以
便宜好吃备受消费者喜欢，最近也涨了不少身价？这两
天，不少郑州市民反映了这一市场现象。情况到底如
何？1月18日，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走访了早集、大小
蔬菜店、大中小商超等各类蔬菜卖场，打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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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港区标准厂房东区精装写字

间带家具出租18539562595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公告

●注销公告:中原粮食郑州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0MA44E17B1P),本公司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日,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声明

●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华豫超

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0MA42GJT
Y8Y,声明作废。

●王子鑫，男，出生时间为20
17年1月20日15时46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Q411
402770）丢失，声明作废。

●郭鹏程不慎于2020年12月10
日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20
184111041018419910614831
1）声明作废。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付燕燕

律师执业证遗失，证号:1410
1201611776679，声明作废。

●张春菊(注册号411093603018
981)营业执照副本丢失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鸿胜塑钢门窗

厂(注册号4101053156192)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喻福华(男,身份证号412726
199002227956)医师资格证

(编码:20164111041272619
9002227956,签发日期2016
年12月02日）及医师执业证

(编码:210411625000182)于
2021年01月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 J410972394,姓名夏欣

怡,出生日期2009年6月6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洛阳高新开发区百顺祥集装

箱销售部法人章（任向雷印,
编码:4103150006597）丢失，

声明作废。

●洛阳威码软件科技中心财务

章（编码4103150046537），
合同章（编码:4103150046
538），法人章，对公户两个

网银丢失，声明作废。

●刘振,士官证遗失,证号:士字

第20110063837,声明作废。

●川汇区鑫康源日用品商行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02699228732声明作废
●杨娜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
任职资格证》丢失,证件号C1
6907000300066特此声明。
●结绍强购买偃师亚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二期丹堤认筹
收据遗失,收据编码:1911437,
金额:5000元整,声明作废。
●尊敬的郑州易鑫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领导：您好！首先,对
于这次言语过失,侵犯了公司
名义,请允许我表示由衷的歉
意！由于个人情绪控制问题,
给公司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
响,事后,感觉到自己的确鲁
莽了,言语上侵犯了公司,做
事缺乏思考,在此,公开的给
易鑫公司致歉,望各位领导见
谅！并且我会认真的检讨自
己的行为,吸取教训,以后不会
犯类似错误！道歉人:宋文闪
●吴凯坐落于上街区许昌路52
号院55号楼9层902号的房产,
上街区字第066689号房屋所
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如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金水区左茶右果二七

路饮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5MA4490T01F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鑫蒙洋火锅店税

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41
0181195606024545声明作废。

●本人张二伟因个人原因，将

新郑郑报润园三期2号楼2单
元1102房房屋维修基金收据

遗失,编号3035038,声明作废。

●孟津县会盟镇扣西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公章（410322003
3388）财务章(410322003
3389)法人吕献卫印(41032
20033391)丢失，声明作废。

●袁明静遗失医师资格证，证

书编号201541210412824197
907280624，医师执业证书，证

书编码210410103000477，执
业地：郑州市二七区蜜蜂张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声明作废。

●聂佳一(父:聂常威,母:王景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0411217609声明作废。

●郑州奥汀商贸有限公司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走味果仓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因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蓝牌豫A(592AE/3602Q/818CT)
黄牌豫B66286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原河南省第二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号为20
06246的郑州市建筑领域农民
工工资保障金存储通知书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
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Z4910000380801，开户许可证
编 号:491000254567 ，账 号 ：
16039101040024409，法定代表
人:张予西,开户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
行,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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