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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申请人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及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关于葡萄酒生产企业会员单位的情况说明









 

 

 

 

 

 

 

 

 

 

 

 

 

 

 

 

附件三：会议纪要 

 

 

 

 

 

 

 

 

 

 

 

 

 

 

 

 

 



附件三 非保密概要 

 

本附件为申请人内部对澳大利亚葡萄酒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申

请专题讨论会的会议纪要。鉴于会议纪要涉及申请人的内部表决程序、

工作方案、聘请律师事务所、律师费支付事宜以及对内对外保密工作

等事宜，属于内部保密资料，只在协会及会员内部传印，对外披露将

对申请人的日常管理运作以及会员单位的生产经营造成不便或其他

不利影响，故申请保密处理，不予全文对外公开披露。但是，申请人

提供非保密概要如下： 

 

根据《中国酒业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年度工作安排，申请人

召开专题讨论会，就近年来国外葡萄酒产品的进口变化情况以及进口

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冲击进行了交流和总结。经参会单位共同讨论和决

议，一致同意由中国酒业协会作为申请人代表国内葡萄酒产业向商务

部提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葡萄酒产品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以维

护国内产业的合法权益。 
 



 

 

 

 

 

 

 

 

 

 

 

 

 

 

 

 

附件四：律师指派书和律师执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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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关于国内葡萄酒产业生产经营状况的说明 





 

 

 

 

 

 

 

 

 

 

 

 

 

 

 

 

附件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15－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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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77945/content.html[2018-07-04 15: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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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热词： 营改增 放管服 小微企业 出口退税 便民服务

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税收政策  >  最新文件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财税〔2018〕32号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页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完善增值税制度，现将调整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 

二、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10%。

三、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2%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四、原适用17%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7%的出口货物，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6%。原适用11%税率且出口退税率

为11%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0%。

五、外贸企业2018年7月31日前出口的第四条所涉货物、销售的第四条所涉跨境应税行为，购进时已按调整前税率

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购进时已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生产

企业2018年7月31日前出口的第四条所涉货物、销售的第四条所涉跨境应税行为，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

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出口货物的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调整跨境应税行为

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销售跨境应税行为的时间，以出口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

六、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税率、扣除率、出口退税率不一致的，以

本通知为准。

七、各地要高度重视增值税税率调整工作，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监测分析、宣传解释等工作，

确保增值税税率调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如遇问题，请及时上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8年4月4日

网站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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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现将2019年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

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

　　二、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0%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9%。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

品，按照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三、原适用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0%

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为9%。

　　2019年6月30日前（含2019年4月1日前），纳税人出口前款所涉货物劳务、发生前款所涉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免退

税办法的，购进时已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购进时已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

的出口退税率；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在计算免抵退税时，适用税率低于出口退税率的，适用

税率与出口退税率之差视为零参与免抵退税计算。

　　出口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时间，按照以下规定执行：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保税区及经

保税区出口除外），以海关出口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非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跨境应税行为，以出口发票或普通发票

的开具时间为准；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的货物，以货物离境时海关出具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四、适用13%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11%；适用9%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8%。

　　2019年6月30日前，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退税率；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退税

率。

　　退税率的执行时间，以退税物品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

　　五、自2019年4月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一条第（四）项第1

点、第二条第（一）项第1点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2年抵扣。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

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六、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纳税人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暂按照以下规定确定进项税额：

　　1.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2.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javascript:t22s()
javascript:s22t()
http://www.chinatax.gov.cn/eng/home.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1269690/app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51/n1056633/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51/n1056632/index.html
http://mail.chinatax.gov.cn/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s?tab=all&siteCode=bm29000002&qt=%E7%96%AB%E6%83%85%E9%98%B2%E6%8E%A7
http://www.chinatax.gov.cn/s?tab=all&siteCode=bm29000002&qt=%E5%87%8F%E7%A8%8E%E9%99%8D%E8%B4%B9
http://www.chinatax.gov.cn/s?tab=all&siteCode=bm29000002&qt=%E4%B8%AA%E7%A8%8E
http://www.chinatax.gov.cn/s?tab=all&siteCode=bm29000002&qt=%E5%A2%9E%E5%80%BC%E7%A8%8E
http://www.chinatax.gov.cn/s?tab=all&siteCode=bm29000002&qt=%E5%B0%8F%E5%BE%AE%E4%BC%81%E4%B8%9A
http://www.chinatax.gov.cn/s?tab=all&siteCode=bm29000002&qt=%E5%8F%91%E7%A5%A8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09/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4/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6/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1/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index.html
javascript:fontZoom(26)
javascript:fontZoom(20)
javascript:fontZoom(14)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
javascript:;


　　3.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

　　4.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3%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二十七条第（六）项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二条第（一）项第5点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

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修改为“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

　　七、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

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

　　（一）本公告所称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取

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

〔2016〕36号印发）执行。

　　2019年3月31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

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2019年4月1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2019年4月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3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

　　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

　　（二）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10%计提当期加计抵减额。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

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三）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以下称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后，区分以下情形加计抵减：

　　1.抵减前的应纳税额等于零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部结转下期抵减；

　　2.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大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额从抵减前的应纳税额中抵减；

　　3.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小于或等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以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抵减应纳税额至零。未抵减

完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四）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

部销售额

　　（五）纳税人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减、结余等变动情况。骗取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或虚增加计抵减额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六）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八、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

额不低于50万元；

　　2.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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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4.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

　　5.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二）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三）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进项构成比例，为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四）纳税人应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五）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办理免抵退税后，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可以

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六）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按照本条规定再次满足退税条件的，可以继续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但本条第（一）项第1点规定的连续期间，不得重复计算。

　　（七）以虚增进项、虚假申报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留抵退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八）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中央、地方分担机制另行通知。

　　九、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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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附件八：葡萄酒海关进出口数据统计 

 

 

 

 

 

 

 

 

 

 

 

 

 

 

 

 



葡萄酒进口数据统计 
税则号：22042100（装入 2 升及以下容器的鲜葡萄酿造的酒） 

 
   单位：千升、美元、美元/千升 

期间 国别 进口数量 进口金额 平均价格 

2015 年 
中国总进口 396,141 1,878,320,951 4,742 

澳大利亚 56,681 439,807,206 7,759 

2016 年 
中国总进口 481,778 2,194,981,117 4,556 

澳大利亚 79,385 542,542,756 6,834 

2017 年 
中国总进口 552,319 2,552,695,824 4,622 

澳大利亚 105,826 682,275,226 6,447 

2018 年 
中国总进口 508,739 2,574,643,489 5,061 

澳大利亚 117,845 717,682,271 6,090 

2019 年 
中国总进口 456,018 2,192,008,491 4,807 

澳大利亚 120,812 812,200,451 6,723 

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信息中心。 

 

 

葡萄酒出口数据统计 
税则号：22042100（装入 2 升及以下容器的鲜葡萄酿造的酒） 
 

                                        单位：千升、美元、美元/千升 

期间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平均价格 

2015 年 7,793 412,683,214 52,956 

2016 年 9,796 539,822,107 55,106 

2017 年 9,063 434,066,509 47,895 

2018 年 6,053 362,632,372 59,912 

2019 年 2,991 80,223,576 26,819 

注：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信息中心。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进出口类型: 进口 起止时间: 2018年1月-12月 币制: 美元
商品: 贸易伙伴:

贸易方式: 收发货人注册地:
关别: 运输方式:

返回设置
导出数据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第一数量 第一计量单位 第二数量 第二计量单位 美元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508738684 升 506699431 千克 2,574,643,489

进出口类型: 进口 起止时间: 2018年1月-12月 币制: 美元
商品: 贸易伙伴:

贸易方式: 收发货人注册地:
关别: 运输方式:

返回设置
导出数据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贸易伙伴编码 贸易伙伴名称 第一数量 第一计量单位 第二数量 第二计量单位 美元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601 澳大利亚 117844539 升 117239334 千克 717,682,271

进出口类型: 进口 起止时间: 2019年1月-12月 币制: 美元
商品: 贸易伙伴:

贸易方式: 收发货人注册地:
关别: 运输方式: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贸易伙伴编码 贸易伙伴名称 第一数量 第一计量单位 第二数量 第二计量单位 美元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07 柬埔寨 534 升 513 千克 2,44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08 塞浦路斯 129272 升 128085 千克 887,465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10 中国香港 109382 升 73174 千克 298,681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11 印度 16877 升 16989 千克 41,185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15 以色列 98174 升 97634 千克 520,31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16 日本 12331 升 12756 千克 164,52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17 约旦 94 升 200 千克 1,699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20 黎巴嫩 28482 升 28288 千克 200,648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21 中国澳门 676 升 1014 千克 13,327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36 泰国 26 升 26 千克 2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37 土耳其 67865 升 67818 千克 392,03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38 阿联酋 653 升 653 千克 12,481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41 越南 16902 升 16902 千克 51,388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42 中国 8659 升 13164 千克 199,069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43 中国台湾 10504 升 10233 千克 42,76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45 哈萨克斯坦 19020 升 19129 千克 100,39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46 吉尔吉斯斯坦 14850 升 14553 千克 37,73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149 乌兹别克斯坦 11251 升 11251 千克 18,645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201 阿尔及利亚 33471 升 32958 千克 160,02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215 埃及 1 升 1 千克 1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217 埃塞俄比亚 17993 升 17814 千克 92,01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232 摩洛哥 14852 升 14464 千克 109,728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244 南非 6520375 升 6498948 千克 22,045,197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01 比利时 4225 升 4224 千克 6,41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03 英国 14087 升 13787 千克 132,52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04 德国 3628582 升 3611081 千克 20,370,409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05 法国 134807241 升 134222109 千克 634,283,627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06 爱尔兰 482 升 62 千克 7,144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07 意大利 29669013 升 29552027 千克 133,747,68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09 荷兰 3887 升 3481 千克 46,30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10 希腊 162888 升 161535 千克 734,89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11 葡萄牙 7014229 升 6988411 千克 23,733,99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12 西班牙 51307622 升 51086095 千克 132,530,035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15 奥地利 356766 升 354017 千克 2,656,50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16 保加利亚 513620 升 512822 千克 2,593,44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21 匈牙利 860033 升 856502 千克 4,334,751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23 列支敦士登 18 升 18 千克 79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24 马耳他 3015 升 2955 千克 11,83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27 波兰 6 升 5 千克 214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28 罗马尼亚 731701 升 730074 千克 2,798,867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30 瑞典 1899 升 1899 千克 9,84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31 瑞士 28520 升 28075 千克 433,60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37 格鲁吉亚 5310052 升 5352890 千克 19,133,85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38 亚美尼亚 77661 升 77343 千克 266,019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39 阿塞拜疆 122809 升 122224 千克 372,56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43 摩尔多瓦 5152210 升 5146784 千克 11,851,01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44 俄罗斯联邦 423053 升 417106 千克 969,745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47 乌克兰 420658 升 417810 千克 714,64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0 斯洛文尼亚 238052 升 238018 千克 892,10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1 克罗地亚 49842 升 49644 千克 408,180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2 捷克 35164 升 34797 千克 187,09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3 斯洛伐克 187970 升 187551 千克 749,979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4 北马其顿共和国 789332 升 788335 千克 1,921,61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5 波黑 75802 升 75791 千克 222,37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8 塞尔维亚 235583 升 234094 千克 846,06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359 黑山 332024 升 330808 千克 1,511,521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02 阿根廷 4464804 升 4443193 千克 24,133,94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08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8869 升 8707 千克 36,581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10 巴西 127924 升 127459 千克 349,101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11 开曼群岛 5 升 5 千克 7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12 智利 71579012 升 71403693 千克 268,557,408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29 墨西哥 792 升 774 千克 6,887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34 秘鲁 19873 升 19633 千克 158,47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444 乌拉圭 27201 升 26833 千克 254,703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501 加拿大 893879 升 889729 千克 8,773,702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502 美国 6052416 升 6037572 千克 32,926,096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601 澳大利亚 120811883 升 120155126 千克 812,200,451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609 新西兰 2340313 升 2323036 千克 20,727,484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701 国(地)别不详 675 升 661 千克 12,890

456017936 2,192,008,491

22042100 601

22042100

22042100 101,102,103,104,...





2018年出口
商品 第一数量 计量单位 美元 

22042100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葡萄酿造的酒 6052719 07升 362632372

进出口类型: 出口 起止时间: 2019年1月-12月 币制: 美元
商品: 贸易伙伴:

贸易方式: 收发货人注册地:
关别: 运输方式:

返回设置
导出数据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第一数量 第一计量单位 第二数量 第二计量单位 美元
22042100 装入≤2升的容器的鲜... 2991295 升 3003848 千克 80,223,576

22042100



 

 

 

 

 

 

 

 

 

 

 

 

 

 

 

 

 

附件九：海运费和保险费报价 



 

关于海运费和保险费的情况说明 

 

申请人暂无法获得申请调查期内葡萄酒产品从澳大利亚到中国

的实际海运费和保险费。为了对出口价格所包含的海运费和保险费进

行合理调整，申请人暂以初步获得的澳大利亚（Melboume）到中国

（上海）的海运费和中国到大洋洲的保险费作为基础对出口价格进行

调整。 

根据全球运费网（http://www.worldfreightrates.com）的报价，20

尺集装箱从澳大利亚（Melboume）到中国（上海）的海运费为

1027.29-1135.43 美元（平均 1081.36 美元/柜）。按照每 20 尺集装箱

可以装载 12,000 瓶葡萄酒，每瓶 750ml 计算，澳大利亚申请调查产

品的平均运费单价为 120.15 美元/千升。 

根据中国国际海运网的报价，从中国到大洋洲的保险费率（一切

险）分别为 0.35%按照国际惯例，根据货物 CIF价值的 110%进行计算。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Payment Page

Freight Calculator
Find out freight rate estimates for port-to-port Ocean shipments

(Containerized, Break Bulk, and Project Cargo) from anywhere, to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Truck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xclusive of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Air

shipments will depend on the specific locations, but we hope to

have full coverage for these and additional trucking options soon.
Containerized Break Bulk Project Cargo/

Heavy Lift

Truck Air

1. SELECT METHOD OF SHIPPING

2. SELECT LOCATIONS

Melbourne, Australia

Shanghai, China

Before entering the Commodity Value, please

select the Load Type of either FCL or LCL.

$50,000

Container Type

3. SELECT LOAD

 FCL

 LCL

Refrigerated

4. ACCESSORIAL CHARGES

Hazardous

Add Insurance

GET RATE

Current Market Rate Estimate

$1,027.29 - $1,135.43
Subject to additional fees such as taxes, duties, etc..

Note:

To those shippers who have filled out actual rate requests in the past and had them forwarded onto the freight

forwarders in our network so that they could provide you with a more complete quote, we are temporarily suspending

that feature on our web site.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automating and streamlining this process so that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even more information

than before, and your requests will be immediately sent to forwarders who have the specific capabilities to handle your

shipment, or you will be notified that at the present time we don't have a forwarder in our network that can.

  

 

Bottled Beverages

20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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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orldfreightrates.com/wfr_check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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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世界银行集团关于澳大利亚贸易环节费用报告 



 

关于澳大利亚境内环节费用的情况说明 

 

申请人暂无法获得葡萄酒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实际发生的境

内环节费用，包括运费、保费、包装费、折扣、佣金、信用成本、仓

储、商检费和其他费用等。为了对出口价格所包含的澳大利亚境内环

节费用进行合理调整，申请人暂以从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

了解到的澳大利亚出口贸易环节费用（包括准备文件、清关费、装卸

费、运费等）作为基础对出口价格进行调整。 

根据世界银行组织披露的报告，澳大利亚 20 尺集装箱的出口贸

易环节费用如下： 

单位：美元     

国 家 
出口边境 

合规费用 

出口单证 

合规费用 
内陆运费 

境内环节 

费用合计 

澳大利亚 766 264 525 1555 
 

按照 20 尺的集装箱每柜可以装载 12,000 瓶葡萄酒，每瓶 750ml

计算，申请调查产品的境内环节费用约为 172.78 美元/千升。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Dat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

Select an economy 

Select a topic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Austr li

Region OECD high income

Income Category High income

Population 24,598,933

GNI Per Capita (US$) 51,360

City Covered Sydney

Download ProḤle 
(1,421.3 KB, pdf)

(/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a/australia/AUS.pdf)



DB 2019 Rank
190 1

18

DB 2019 Ease of doing business score
0 100

80.13

= Doing Business reform making it easier to do business. =  Change making it more diḤcult to do business.

Click here to see all reforms made by 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reforms/overview/economy/australia)

Topics DB 2019 Rank DB 2019 Score DB 2018 Score Change in Score (% points)

Overall 18 80.13 80.14  0.01

Starting a Business 7 96.47 96.47 ..

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 9 84.59 84.39  0.20

Getting Electricity 52 82.31 82.31 ..

Registering Property 50 74.09 74.17  0.08

Getting Credit 8 90.00 90.00 ..

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 64 60.00 60.00 ..

Paying Taxes 26 85.64 85.62  0.02

Trading across Borders 103 70.30 70.65  0.35

Enforcing Contracts 5 79.00 79.00 ..

Resolving Insolvency 20 78.87 78.79  0.08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country/a/australia/AUS.pdf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reforms/overview/economy/australia
Genglingtong
矩形

Genglingtong
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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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a

business ()


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 ()


Getting

Electricity ()


Registering
Property ()


Getting Credit ()


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 ()


Paying Taxes ()


Enforcing

Contracts ()


Resolving

Insolvency ()

Information

View Methodology (/en/methodology/trading-across-borders)

Compare all economies (/en/data/exploretopics/trading-across-borders)







Indicator Australia OECD high
income

Best Regulatory
Performance 

Time to export: Border compliance (hours) 36 12.5 1 (19 Economies)

Cost to export: Border compliance (USD) 766 139.1 0 (19 Economies)

Time to ex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hours) 7 2.4 1 (26 Economies)

Cost to ex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USD) 264 35.2 0 (20 Economies)

Time to import: Border compliance (hours) 39 8.5 0 (25 Economies)

Cost to import: Border compliance (USD) 539 100.2 0 (28 Economies)

Time to im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hours) 4 3.4 1 (30 Economies)

Cost to impor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USD) 100 24.9 0 (30 Economies)

















Details – Trading across Borders in Australia  

Characteristics Export Import

Product HS 02 : Meat and edible meat oḤal HS 8708: Parts and accessories of motor
vehicles

Trade partner Japan United States

Border Sydney port Sydney port

Distance (km) 15 15

Domestic transport time (hours) 4 4

Domestic transport cost (USD) 525 525

Details – Trading across Borders in Australia – Components of Border Compliance  

Details – Trading across Borders in Australia – Trade Documents  

Legal (http://www.worldbank.org/legalinfo)  Access to Information (http://www.worldbank.org/en/access-to-information)  Jobs (http://www.worldbank.org/jobs)  Contact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contacts)

REPORT FRAUD OR CORRUPTION (HTTPS://INTLBANKFORRECONANDDEV.ETHICSPOINTVP.COM/CUSTOM/IBRD/_CRF/ENGLISH/FORM_DATA.ASP)

 (http://www.worldbank.org/)


Trading Across

Borders ()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methodology/trading-across-borders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topics/trading-across-borders
http://www.worldbank.org/legalinfo
http://www.worldbank.org/en/access-to-information
http://www.worldbank.org/jobs
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contacts
https://intlbankforreconanddev.ethicspointvp.com/custom/ibrd/_crf/english/form_data.asp
http://www.worldbank.org/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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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葡萄酒的统计数据 



根据国际贸易中心网站 ITC 统计数据，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葡萄

酒产品的海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2019 年 
进口数量 

（升） 

进口金额 

（美元） 

进口价格 

（美元/千升） 

中国 3,844 77,000 20,031 

注：进口价格=进口金额/进口数量*1000。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Sources:
ITC
calculatio

2019-M02 2019-M03 2019-M04 2019-M05 2019-M07 2019-M08 2019-M09 2019-M10 2019-M12

Imported
quantity Unit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Unit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Imported
quantity Unit

Imported
quantity,

Liters

China 0 13 2462 0 126 0 0 900 338 5 0 0

2019-M06 2019-M112019-M01

Exporters

List of supplying markets for a product imported by Australia 

Product: 220421 Wine of fresh grapes, incl. fortified wines, and grape must whose fermentation has been arrested ...



Sources:
ITC

Unit : US
Dollar

Exporters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1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2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3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4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5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6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7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8

Imported
value in

2019-M09

Imported
value in

2019-M10

Imported
value in

2019-M11

Imported
value in

2019-M12

China 0 1 20 0 23 0 0 13 19 1 0 0

List of supplying markets for a
product imported by Australia

Product: 220421 Wine of fresh
grapes, incl. fortified wines, and
grape must whose fermentation

has been arrested ...



 

 

 

 

 

 

 

 

 

 

 

 

 

 

 

 

 

附件十二：发改委对干红葡萄酒的价格监测数据 



发改委关于干红葡萄酒的价格监测数据 
 

申请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的价格监测中心

（http://jgjc.ndrc.gov.cn/）获得了《36 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

格表》中的“干红 750ml 12 度高档”以及“干红 750ml 12 度中低档”的

数据统计如下： 

 

一、 干红 750ml 12 度 高档                                                         

单位：元/瓶 

期间 价格 

2015 年平均 547.71 

2016 年平均 549.25 

2017 年平均 454.17 

2018 年平均 349.17 

2019 年平均 357.28 

 

二、 干红 750ml 12 度 中低档                                                       

单位：元/瓶 

期间 价格 

2015 年平均 62.71 

2016 年平均 69.79 

2017 年平均 73.18 

2018 年平均 68.83 

2019 年平均 71.77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5年6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5-07-09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3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3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0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8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2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2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89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47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89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56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9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76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30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77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100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734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295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19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62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7.95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2

进口烟 　 元/盒 17.55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23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4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2.35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19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36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5年7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5-08-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4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0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5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1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1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89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46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11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79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94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0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42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81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7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722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295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25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63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02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43

进口烟 　 元/盒 17.5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25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4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0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2.34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0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5年8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5-09-10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5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0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5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1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98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76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47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897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83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9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0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53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81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67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696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291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49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64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13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5

进口烟 　 元/盒 17.5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24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00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43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2.35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1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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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5年9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5-10-13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4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19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1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5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9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71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49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899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77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97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77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64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76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56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694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06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498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56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0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0

进口烟 　 元/盒 17.61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24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8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39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1.69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4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5年10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5-11-06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4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6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6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1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2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91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7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53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892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73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91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77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71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45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48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655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32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499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3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38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40

进口烟 　 元/盒 17.71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25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10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43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9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1.84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8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5年11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5-12-08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5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8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0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1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8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90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57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53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05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82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90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2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71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45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4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631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26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2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27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3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28

进口烟 　 元/盒 17.75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29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9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4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2.11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48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5年12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1-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4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7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6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8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8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8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53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52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02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75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91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5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71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3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34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610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21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19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43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6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28

进口烟 　 元/盒 17.72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31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8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0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2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6.26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8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1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2-19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2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3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8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0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1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88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59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48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5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79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7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73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70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15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6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54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14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27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45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3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2

进口烟 　 元/盒 17.63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1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8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85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2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6.96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9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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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2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3-10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4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7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0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0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90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6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49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72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86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72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73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15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97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534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30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32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2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3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2

进口烟 　 元/盒 17.61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4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8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2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7.75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8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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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3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4-13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8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3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0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3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81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62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56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014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96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4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84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25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11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526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87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69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16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4

进口烟 　 元/盒 17.70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4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80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8.71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1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4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5-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0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0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3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7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1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79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64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62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004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3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86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19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1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506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85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69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10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8

进口烟 　 元/盒 17.70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1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8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8.49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4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5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6-12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199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9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3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2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1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7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57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67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9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3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7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601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07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18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94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79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70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10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62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8

进口烟 　 元/盒 17.7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0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85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9.24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6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6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7-12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199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9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0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0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9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67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52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67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89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2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9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79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09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1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81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78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71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18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39

进口烟 　 元/盒 17.80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2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0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4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9.34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2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7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8-09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199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9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2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5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7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6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4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69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91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11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2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91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80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0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01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67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76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7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27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46

进口烟 　 元/盒 17.81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1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5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20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63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8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09-08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199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9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3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7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7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6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27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71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90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2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91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79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14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78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5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88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80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1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49

进口烟 　 元/盒 17.80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2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4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3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31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63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9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10-14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2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7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6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5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26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70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94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23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7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91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19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80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58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86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81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04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1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54

进口烟 　 元/盒 17.7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3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4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2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0.62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65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10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11-09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2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0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78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9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50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37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69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298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7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2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89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2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96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42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382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80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05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57

进口烟 　 元/盒 17.73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3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795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0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3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0.92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4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11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6-12-09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5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4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0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0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6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753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66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005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1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77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6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587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1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7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2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402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586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89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3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61

进口烟 　 元/盒 17.60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2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0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2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19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6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6年12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1-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5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2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6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83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2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395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0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76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061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3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587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689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637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09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1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01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429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66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18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61

进口烟 　 元/盒 17.54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4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1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3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76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5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1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2-10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09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6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9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4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40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9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71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14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60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204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4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752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737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61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1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64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32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86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5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8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64

进口烟 　 元/盒 17.68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4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3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2.89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6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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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2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3-10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6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0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8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6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53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08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6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13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42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2026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48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767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754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51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46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91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38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32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88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86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66

进口烟 　 元/盒 17.75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3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4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59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4.79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62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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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3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4-10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3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8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8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1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50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3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915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7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15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48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44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794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28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9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20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95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08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50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8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78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66

进口烟 　 元/盒 17.77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9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4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63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4.77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58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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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4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5-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2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7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6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0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52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3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92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2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169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88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4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02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53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88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16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26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498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8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7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67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74

进口烟 　 元/盒 17.67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51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58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6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4.79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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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5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6-09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6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8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3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8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26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902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28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162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91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4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04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60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502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86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2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03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76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69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62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0

进口烟 　 元/盒 17.65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50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10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7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6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4.86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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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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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6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7-12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3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6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0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3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8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27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907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29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17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95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06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37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511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85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3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494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28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74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6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1
进口烟 　 元/盒 17.65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50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10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7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500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4.88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46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4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6.18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3.82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0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1

 

http://www.nd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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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7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8-09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6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8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2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7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01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94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26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19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98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19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784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97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5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43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06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2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96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8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1
进口烟 　 元/盒 17.64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7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8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6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4.91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48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2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6.38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3.95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0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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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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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8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09-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26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1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6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9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72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24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15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4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18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10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69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51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22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12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17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97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8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1
进口烟 　 元/盒 17.68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9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5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8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60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2.43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41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2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04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20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0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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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10-16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1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3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7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81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84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1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00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87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0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13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77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72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45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02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21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15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90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2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1
进口烟 　 元/盒 17.70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9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88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5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00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40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3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08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47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1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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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10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11-13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4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9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3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84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84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6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197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79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2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13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69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7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1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97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21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16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83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1
进口烟 　 元/盒 17.71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49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9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5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0.60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31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4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39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50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2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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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7-12-08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5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9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6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31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9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81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89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7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195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85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2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18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62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62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1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96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22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1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88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1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2
进口烟 　 元/盒 17.70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56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89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0.74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31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4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63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56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2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01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javascript:doZoom(14)
javascript:doZoom(12)
javascript:doZoom(9)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返回主站首页

请输入关键字  

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7年12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01-12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9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2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39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7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2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78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93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40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08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72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49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18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53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72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05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9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24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17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85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5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4
进口烟 　 元/盒 17.72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65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91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9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47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34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5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29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40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1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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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4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6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43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7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5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89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79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49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9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91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6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26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42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503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25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22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64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70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97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45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81
进口烟 　 元/盒 17.6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68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94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48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39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8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20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48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3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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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3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47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5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3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9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81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52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303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87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72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22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22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523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25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428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72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

焦
元/台 1999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02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4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78
进口烟 　 元/盒 17.64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65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97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

档
元/瓶 157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

档
元/瓶 70.15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32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9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6.81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61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4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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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8年3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04-16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2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4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41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6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9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490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83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52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9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89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7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29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21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526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35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8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74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200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95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75
进口烟 　 元/盒 17.66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65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5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98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0.40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33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60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91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97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4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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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2019年02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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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8年4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05-10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0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2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43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4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6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01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44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52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300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27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74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53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28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540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64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73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609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91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3987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8.54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72
进口烟 　 元/盒 17.64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66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1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99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8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71.48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9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59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6.48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4.94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2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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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8年5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06-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8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2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49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33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4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64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1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310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42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83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899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58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54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65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93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628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

焦
元/台 1930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44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57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72
进口烟 　 元/盒 17.86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56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8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1009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

档
元/瓶 1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

档
元/瓶 67.83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5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60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6.64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5.06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2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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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8年6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07-16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1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6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48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30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1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2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6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0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317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24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8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910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68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55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8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34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628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05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66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5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66
进口烟 　 元/盒 17.8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70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9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1018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9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7.98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4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60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5.44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5.10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1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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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8年7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08-14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0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52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25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3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6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4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25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336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4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78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912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903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86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90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42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631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81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66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50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62
进口烟 　 元/盒 17.87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74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9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103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7.92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26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63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62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5.20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2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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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价格   监测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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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监测信息 > 月度监测行情表

2018年8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09-12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5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4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61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42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3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5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15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795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325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43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50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914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904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73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2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59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609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

变焦
元/台 1976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84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6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72
进口烟 　 元/盒 17.8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80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11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

档
元/瓶 1036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

低档
元/瓶 1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

档
元/瓶 356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

低档
元/瓶 68.04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35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4.67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7.06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5.21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14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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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10-12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6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4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63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42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794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8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4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22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329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23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72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937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909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63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301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17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615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79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77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7
进口烟 　 元/盒 18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5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1039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52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8
洗衣粉 袋装1kg 元/袋 13
洗洁精 瓶装 500克 元/瓶 5
洗发液 瓶装 750ml 元/瓶 58
沐浴液 瓶装 750ml 元/瓶 35
香皂 普通 125克 元/块 5
牙膏 普通 120克左右 元/盒 9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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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6个大中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平均价格表

2018-11-13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9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7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65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47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42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7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08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0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82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19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74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924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99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32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83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296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603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73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84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47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59

进口烟 　 元/盒 17.89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79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4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103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1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49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7.89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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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1  

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8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5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62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52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05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3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00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33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74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18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67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924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890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27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79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277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99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61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085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54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57

进口烟 　 元/盒 17.82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80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5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1042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4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52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7.64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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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价格

男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17

女士内衣 纯棉普通 元/套 224

男士衬衫 纯棉 元/件 458

男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57

女士毛衣 纯羊毛 元/件 812

洗衣机 波轮式(5kg) 元/台 1518

洗衣机 滚筒式(5kg) 元/台 2802

微波炉 功率700瓦 元/台 809

抽油烟机 直吸式 元/台 3272

燃气灶具 嵌入式燃气灶 元/台 1900

电取暖器 油汀型 元/台 665

电热水器 50L 元/台 1909

燃气热水器 8L 元/台 1907

空调机 1.5匹冷暖 元/台 3418

冰箱 210-250 立升 元/台 2972

彩电 液晶42寸 元/台 3327

手机 彩屏带摄像头 元/台 1587

数码照相机 1200万像，5倍光学变焦 元/台 1955

电脑 主流品牌台式机 元/台 4102

国产烟 高档 元/盒 59.61

国产烟 中低档 元/盒 16.57

进口烟 元/盒 17.84

啤酒 瓶装 630ml左右 元/瓶 4.81

啤酒 罐装 350ml左右 元/罐 4.07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高档 元/瓶 1043

白酒 500ml左右 52度 中低档 元/瓶 155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高档 元/瓶 350

葡萄酒 干红750ml 12度 中低档 元/瓶 67.16

http://www.ndrc.gov.cn/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4%BB%B7%E6%A0%BC&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7%9B%91%E6%B5%8B&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SearchResult.aspx?Key=%E6%8C%87%E6%95%B0&search=0
http://jgjc.ndrc.gov.cn/index.aspx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695
http://jgjc.ndrc.gov.cn/list.aspx?clmId=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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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2345 6789:;<=��*���>?��?�@A;BC D�EFG HIJK ��LMNO PQRS TUV WXYZX[\MNO PQRS TUV WW]ẐWLM_` PQ TUa ]b]ẐWLMcO Pdc TUa YbYZeY\McO Pdc TUa YXWZ]bfOg hijklmno TUp Xb[]ZW[fOg qrjklmno TUp Ŵ]WZYsthu vwx,,y TUp YzXẐW{|}g ~�j TUp eWbXZXX���� �	j��� TUp XsXeZsW���� |�� TUp [[YZzX���� l,� TUp XYY]Zbz����� �� TUp XYszZX̂��g -�l��� TUp e]z]Zŝ�� +-,�+l,�� TUp WsseZ[X�� ���+� TUp eWYbZs[�g ��� ¡¢ TUp Xb]X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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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01+23 ��0 �,���-45 �1����6 ��� 7�$7-89 �1�*���� ��� # �::;<9 �1�*���� ��� ,7�$7=> ?@�+��6 ��A #�%$BC ?@�+��6�� ��D $� $�E
FGHI�JKLM�N��OPQRS�����TUTV�WXYZ�[\]^�N���[_`]^a�JKLM�N��bcdefghijfklmn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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