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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城市，同一种菜，价格差别难
道很大？

如果你以前这样问家住长沙市芙蓉
区东方新城的胡小姐， 她会反问“可能
吗？”不过，现在的她，信了。

前几天， 胡小姐去家住岳麓区的姐
姐家做客，当陪同姐姐去买菜时，发现有
些菜的价格竟与自己在芙蓉区买得有很
大出入，有些甚至一斤要便宜好几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是偶然
吗？

出于好奇， 胡小姐向几个住在长沙
不同区域的好朋友打听买菜的情况，竟
然发现， 长沙市各区蔬菜的价格存在不
小的差别。

为印证胡小姐的说法， 记者也在长
沙每个区分别选取了一家菜市场， 将几
种家常小菜的价格进行了对比。

【记者调查】
一斤黄瓜差价2元

各个区的菜价到底有多大差别？黄
瓜每斤相差2元，你说大不大。

2月13日，记者分别走访了长沙岳麓
区、雨花区、芙蓉区、开福区、天心区的5
家菜市场， 并根据市场上所售蔬菜的情
况，选取了最基本的几种“平民蔬菜”：白
菜、黄瓜、尖椒、韭菜。

调查结果发现， 岳麓区的蔬菜价格
最低， 而处于商业中心的芙蓉区蔬菜价
格最高。同一种蔬菜，在不同的区，价格
高的比价格低的差不多便宜一半（详情
见价格调查一览表）。

拿岳麓区和芙蓉区的菜价来对比。
在岳麓区师大生鲜市场，这里的白菜1元
/斤、黄瓜2.5元/斤、红尖椒5元/斤、韭菜
3.5元/斤， 但是在芙蓉区东屯渡农贸市
场，这几种菜的价格分别为1.8元/斤、4.5
元/斤、5元/斤、5元/斤。

除了红尖椒外， 芙蓉区东屯渡农贸
市场的另外三种菜价都高于岳麓区师大
生鲜市场，差别最大的是黄瓜，一斤竟贵
了2元。

【政府监控】
岳麓区最低，芙蓉区最高

也许有人要问：这个价格差距，会不
会是由于选取的菜市场大小不一造成的
呢？

事实上， 不只是记者的调查结果显
示“每个区的菜价不一”，长沙市价格监
测中心的采价数据亦是如此。

记者注意到， 该中心每次会分别在
上述五区选取两家菜市场， 而大多也是
岳麓区菜价最低，芙蓉区最高。

拿芹菜为例。 根据该中心2月8日公
布的采价数据， 岳麓区两家菜市场的平
均售价为2.75元/斤，而芙蓉区却高达3.7
元/斤，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的平均售
价分别为3.5元/斤、3元/斤、2.9元/斤。

茄子的售价也是如此。 根据2月8日
的数据， 岳麓区两家菜市场的茄子平均
售价为3.25元/斤， 芙蓉区卖6.33元/斤，
而其他三区，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的
平均售价分别为4.75元/斤、4.14元/斤、5
元/斤。

百年中行
全球服务
《连载十二》

2006年 中行实现精彩上市，开启百年历程新篇章

通过对股份制改革的正确部署和稳步
推进，中国银行股改工作取得成效。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引进战略投资者，加
强内部管理，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
为中国银行上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6月1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
金超过754亿港元，成为当时中国公司中最
大的股票发行项目， 是除日本以外亚洲最
大的股票发行项目， 是全球金融业最大的
股票发行项目， 是全球有史以来第四大首
次公开发行项目。中国银行（3988）挂牌首
日成交200多亿港元，打破历来新股首日挂
牌最大成交额纪录。

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后， 在随后一
个多月的时间里，中行顺利完成了A股的询

价发行工作，成功实现了两地上市，尽快回
归国内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对中行股票的
申购热情高涨，A股网下发行， 参与配售对
象共达169家， 锁定资金人民币1281.48亿
元，超额认购倍数达20倍。中行网上申购资
金冻结量达 5489亿元左右 ， 中签率为
1.94%。 网上、 网下申购资金冻结量超过
6600亿元， 成为A股市场上发行冻结资金
最多的一只股票。

2006年7月5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9点25
分，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和行长李礼辉共
同为中国银行鸣锣开市， 标志着中国银行
挂牌上市，进入交易。中国银行是首家在A
股市场挂牌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成为了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
流通发行上市的公司。作为国内A股市场IPO
最大、市值最大、流通股份最多的上市公司，中
行上市没有分拆任何资产， 而是采取了整体
上市方式， 为国有银行改制试点创造了一个
成功范例。整体上市不留存续公司，有利于建
立和巩固良好的治理机制， 实现中国银行品
牌的统一经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经过长期的发展， 中国银行已初步奠
定了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与保险三业并举
的格局， 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具竞争力
的平台。 中行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是中国银行百年历史
上的又一里程碑， 对于中国银行的长远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标志着资本市
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
革同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隔了一条河，菜价差一截
长沙买菜哪里便宜？本报“菜价地图”告诉你

分析

为什么同在一个市， 价格会相差这
么大？

照理说，芙蓉区“背依”马王堆蔬菜
批发市场，价格应该相对便宜些。事实却

是：区区十几公里的距离，菜价竟翻番。
同样在交通便利的居民社区里， 菜价也
存在着差异。 导致蔬菜价格差异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菜价差异从何而来

■制图/王珏

董事长肖钢和行长李礼辉为中行A
股挂牌敲锣。

“首先是租金，租金高的市场，价格也
低不了。”在长沙市监测中心芙蓉区采价员
张建看来，租金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菜价。

张建的话是有根据的。据悉，在岳麓

区英才园生鲜市场，一个10平方米的摊
位每月的租金是六七百元，而在芙蓉区
清水塘农贸市场，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摊
位租金却要上千元。

摊位租金有差别

附近菜市场的布局

不过，也不是所有菜市场租金都如
此高，比如东屯渡农贸市场，为什么菜价
会比较高呢？“东屯渡农贸市场胜在位

置。”家住东方新城、经常去东屯渡买菜
的胡小姐认为， 附近没什么菜市场，那
里的菜自然就贵些。

经常到各个菜市场采价的张建认
为，在经济繁华区域，菜的均价较高。

张建拿位于芙蓉区的浏城桥生鲜

市场举例：地段好，不仅摊位费较高，且
附近住的多是高消费人群，买菜时不讲
价，挑品相好的买，菜价自然比较贵。”

周边居民的消费力

菜价高的市场，菜品质量也往往较
高。张建承认，虽然浏城桥生鲜市场的
菜比其他地方的贵，但是由于卖的普遍

都是商贩拣出的净菜， 因此在品相上，
相对其他菜价低的菜市场来说会好许
多。

蔬菜质量

岳麓区师大生鲜市场 1� 2.5� 5� �3.5
开福区荷花池蔬菜市场 1.2 4 5 �4
天心区城南路农贸市场 1.5 4 5 �4.5
芙蓉区东屯渡蔬菜市场 1.8 4.5 5 �5
雨花区狮子山农贸市场 1 4 5.5 �3.5

白菜 黄瓜 红尖椒 韭菜采价地点

价格调查一览表（2月13日采价）

单位：元/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