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市 2020年 2月主要食品价格监测分析 

 

从我市 2 月份各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监测情况来看，本月我市

主要食品价格降多涨少，所监测的 33 种主要食品价格，与上月

同期相比 19 降 13 涨 1 平。其中，粮油价格平稳，肉蛋价格涨多

降少，蔬菜价格波动较大，水产价格整体回落，纯牛奶价格小幅

上涨。 

一、 粮油市场价格平稳 

2 月我市小麦、玉米、标准粉、特一粉、粳米、挂面全市平

均价格分别为每 500 克 1.13 元、0.91 元、1.86 元、2.31 元、

2.62元、3.78元，与上月、去年同期相比，除特一粉、挂面外，

整体小幅波动。特一粉价格较上月、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1.76%、

11.06%，挂面价格较上月、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10.53%、21.15%，

分析原因，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民大量囤货导致。 

二、 肉蛋价格涨多降少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市肉蛋价格整体上涨，其中尤以猪肉价

格上涨最为明显，单品涨幅前三均为猪肉品种，分别为：生猪

184.09%、五花肉 160.48%、精瘦肉 150.74%，分析原因是受非洲

猪瘟、中美贸易摩擦、环保治理等原因造成猪饲料成本上涨、生

猪出栏量降低，最终导致猪肉价格上涨，同时带动牛羊肉、鸡蛋

等替代品价格上涨。与上月同期相比，猪、牛、羊肉价格涨势放



缓，生猪、鸡蛋、鸡肉价格下降，分析原因一是肺炎疫情缓和，

交通逐渐恢复，供货紧张情况有所缓和，二是按照往年价格变化

规律，春节前市民大量购买年货，春节过后普遍对肉蛋需求有所

降低，肉蛋价格较节前会有所降低。 

 

2 月份猪肉价格走势图 

 

三、 蔬菜价格波动较大 

与上月同期相比，我市主要蔬菜品种价格降多涨少，且为大

幅度下降，单品种降幅前三分别为：黄瓜 48.36%、上海青 28.21%、

青椒 11.62%，波动较大的品种多为不易储存的叶类蔬菜、反季

蔬菜，而胡萝卜、白萝卜、土豆、大白菜等易于储存的菜品则波

动较小，分析原因，上月同期正处于新冠肺炎爆发初期，市民多

有恐慌情绪，大量存量囤货，蔬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尤以叶



类蔬菜、反季蔬菜上涨最为明显。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物

流保畅通等原因，蔬菜市场供应逐渐充足，价格逐渐回落，降幅

又以叶类蔬菜、反季蔬菜为主。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市蔬菜价格整体上涨，单品涨幅前三分

别为：大白菜 147.17%、大蒜 127.67%、白萝卜 100%。 

四、 水产价格整体回落 

与去年同期相比，带鱼价格上涨 20%，草鱼和鲤鱼价格较为

稳定，上下浮动不超过 2.7%。与上月同期相比，水产价格整体

回落，带鱼、草鱼、鲤鱼价格分别下降 5.92%、4.14%、7.04%。

分析原因为疫情缓解后，水产供应由疫情初期的紧缺转为缓和，

价格下降。 

附表：2020 年 2月许昌市主要食品价格对比表 

 

 

 

 

 

 

 

 

 



 

附表 

2020年 2月许昌市主要食品价格对比表 

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单位 

   

2020 年 2 月

29 日价格 

与上月同期

比(±%) 

与去年同期

比(±%) 

小麦 混等 元/500 克 1.13 -3.42  -5.04  

玉米 混等 元/500 克 0.91 2.25  7.06  

面粉 标准粉 元/500 克 1.86 0.00  5.68  

面粉 特一粉 元/500 克 2.31 1.76  11.06  

粳米 二级 元/500 克 2.62 -3.32  -6.76  

挂面 当地主销 元/500 克 3.78 10.53  21.15  

大白菜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1.31 -0.76  147.17  

上海青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2.29 -28.21  -29.75  

芹菜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2.23 -10.44  13.78  

青椒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4.41 -11.62  -3.71  

黄瓜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3.94 -48.36  4.79  

西红柿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5.1 -5.73  14.86  

白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0.76 5.56  100.00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2.19 4.78  11.73  

土豆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2.79 4.49  33.49  

茄子 新鲜一级 元/500 克 4.74 -7.24  41.07  

大蒜 坚实饱满 元/500 克 6.83 -0.73  127.67  

豆腐 新鲜无包装 元/500 克 1.97 -2.96  2.60  

纯牛奶 半斤左右袋装 元/袋 2.67 4.71  1.91  

纯正花生油 桶装一级压榨 元/5 升 129.08 -1.78  -7.54  

菜籽油 桶装一级压榨 元/5 升 69.72 -0.01  -1.41  

大豆油 桶装一级浸出 元/5 升 51.92 2.31  9.93  

食用调和油 桶装一级 元/5 升 61.08 0.83  -2.89  

猪肉 精瘦肉不含里脊 元/500 克 35.68 5.81  150.74  

猪肉 五花肉 元/500 克 31.57 4.99  160.48  

牛肉 新鲜去骨 元/500 克 44.38 7.59  29.65  

羊肉 新鲜去骨 元/500 克 44.06 6.81  16.25  

鸡肉 白条鸡、开膛 元/500 克 10.18 -5.13  27.57  

鸡蛋  上等 元/500 克 3.55 -22.83  3.50  

生猪 收购价 元/500 克 17.5 -7.41  184.09  

带鱼 中等 元/500 克 14.46 -5.92  20.00  



草鱼 冻国产 元/500 克 7.18 -4.14  1.84  

鲤鱼 活 750 克左右一条 元/500 克 6.6 -7.04  -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