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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重庆市江津区洄龙幼儿园从

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幼儿园。
声明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洄龙幼儿园

2021年10月14日
●重庆康冠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1443614
6158核准号J6530044040002编号653099128183声明作废
●成都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万州分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5001011920492，声 明 作 废 。

减资公告：经阿尔克曼智能家居（重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60Q8PE5H）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10月15日

●重庆沛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南岸区分公司遗失2020.7.29核
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35001080223968，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迦叶商贸有限公司工商银行重庆龙溪支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6530062270801，声明作废。 22021.10.15

由重庆市商务委、渝中区人民政府指
导，渝中区商务委主办的 2021“潮趣渝
中”购物节火热进行中。本次购物节于9
月26日发放第一轮消费券，参与人次达
36.8万，总额300万元的消费券在1分半
钟内抢完。第二轮消费券发放于今日
11:00启动。

百万元消费券再放送

相关负责人介绍，“潮趣渝中”购物节
第二轮消费券将于2021年10月15日11:
00开始发放，面值分别为“满100元减50
元”、“满500元减 200元”、“满800元减
300元”，每人限领1张，抢完即止。届时，
市民可通过支付宝搜索“渝中正当潮”或扫

描支付宝二维码领取消费券；领到消费券
的市民在有效期内持该消费券可在渝中区
内相关商场、购物中心、特色街区（以现场
公示为准，详情请咨询相关商家）线下消费
使用，单笔支付只可核销1张消费券，同一
用户在同一商家每天限使用1次；消费券
可与商场、商家其他优惠叠加使用。

特色活动精彩纷呈

本次2021“潮趣渝中”购物节，渝中
各大商圈商场、商户共同发力、各个商业
中心积极促销，福利全面覆盖吃喝玩乐
购各个方面，同时还有多场精彩特色主
题活动，邀请广大消费者嗨耍渝中，释放
潮流趣玩活力。

山城巷10月16日至10月17日举行
国风雅集，集市集、体验、观赏、互动于一

体；贰厂文创公园在10月期间展出和平
精英“大绣和平”苗绣主题墙绘，打造沉
浸式艺术体验；WFC环球购物中心10月
16日举行Kpop dance game主题活
动，重庆站第十一次KPOP随机舞蹈嗨翻
全场；重庆时代广场的可力乐熊潮流艺
术展奇幻进行中，带来不一样的艺术魅
力；重庆天地表演艺术节将在万圣节重
磅回归，10月30日至11月28日（每隔一
周周末）开启潮流狂欢，首场汇聚 B-
BOX表演、街头文化的年轻潮力，开启重
庆天地奇妙万圣之夜。

此外，各大商场购物中心也纷纷推出
优惠活动钜惠市民：解放碑协信星光广
场推出满100送 50餐饮券；龙湖重庆时
代天街“龙民节”来袭，消费使用珑珠抵
扣即享 5折优惠，还有爱尔康品牌快闪
店、佰草集品牌全国独展、new balance

全国巡展精彩呈现；大坪英利大融城9.9
元购亲子超值玩乐课时包；PARK108国
泰优活城市广场即日起至11月 7日 118
元抢价值2011元大礼包；十八梯华彩开
业好礼持续放送中；大贵巷开启特色手
冲咖啡体验季；苏宁易购“以旧换新”至
高补贴1500元等。

9月份，消费市场供需基本平稳，价
格总体稳定。10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9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数据显示，9月CPI同比上涨0.7%，环比
持平。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46.9%，
降幅比上月扩大2.0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9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7%。其中，城市上涨 0.8%，农村上涨
0.2%；食品价格下降 5.2%，非食品价格
上涨2.0%；消费品价格上涨0.2%，服务
价格上涨1.4%。1—9月平均，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6%。

环比涨幅持平。其中，城市持平，农
村上涨0.1%；食品价格下降0.7%，非食
品价格上涨0.2%；消费品价格持平，服务
价格上涨0.1%。

据测算，在 9 月份 0.7%的 CPI 同比
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
约为0.7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0.1个百
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

从构成CPI的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
同比变动情况来看，9月份，食品烟酒类
价格同比下降2.8%，影响CPI（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下降约0.79个百分点。食品
中，畜肉类价格下降28.5%，影响CPI下
降约1.26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46.9%，影响CPI 下降约 1.12 个百分点；
鲜菜价格下降 2.5%，影响 CPI 下降约
0.05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0.8%，影响
CPI 下降约 0.01 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上
涨 12.6%，影响 CPI 上涨约 0.08 个百分
点；水产品价格上涨9.8%，影响CPI上涨
约 0.18 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 0.7%，
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5.8%、3.2%和1.3%，衣着、生活用品及服
务、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上涨0.5%、0.5%和
0.4%；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2.8%。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
娟解读表示，9月份，消费市场供需基本
平稳，价格总体稳定。

10月 14日重阳节之际，抖音联合巨
量算数、字节跳动公益发布《2021抖音银
龄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呈现了老年用户
使用抖音特征、平台适老化实践，以及助
力这一群体积极融入数字生活的探索和
思考。这是抖音首次发布老年人专项社
会责任报告。

报告显示，银发族最爱拍摄舞蹈、亲
子萌娃类视频，喜欢看新闻、体育、健康
科普类内容。同时，针对老年用户面临的
数字鸿沟、安全风险等问题，抖音通过产
品适老化改造、内容安全专项治理等多项
举措，积极解决老年用户的“触网”难题。

《报告》显示，抖音等短视频应用，
为老年人获取知识、社交娱乐、展示自
我提供了新工具，增进老年人在退出劳
动力市场后的社会适应与社会参与。
相关调研表明，63.7%的老年用户认为
短视频为生活增加了乐趣，25.2%认为
短视频便于他们“关注朋友动态、跟朋
友互动”。

在内容分享方面，男性银龄用户最爱
拍摄书法、随拍类视频；女性则热衷拍摄
舞蹈、传统文化、亲子萌娃类内容。同
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借
助短视频向他人送出问候和祝福。“我的
新头像”、“友友晚上好”、“祝福大家都平
安健康幸福快乐”是他们最热衷参与的话

题。
除了观看和拍摄，银发族还在抖音主

动搜索自己关心的内容，“老年人广场舞
大全”和“老年人广场舞教学”热度最高，
其次为“原生态乡村生活”、“老年人健身
视频”、“手机摄影”。

报告还显示，银发族不只是数字生活
的参与者，更是玩转数字生活的“弄潮
儿”。72岁的黄曾新（抖音昵称：向明人
黄曾新）曾是一名科技老师，疫情期间拍
摄视频分享科学知识，获百万网友点赞，
成为一名“硬核科技网红老师”。年逾花
甲的老万（抖音昵称：长白山：老万）是一
位野生动物摄影师，他拍摄的紫貂视频在
抖音走红，三天圈粉130万。在他看来，

“年龄从不是问题，找到喜爱的事永远都
不晚。”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
教授靳永爱认为，最大化提升短视频对
老年人的积极效用，从各个维度帮助中
老年人实现社会连接，可有效促进积极
老龄化，助力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福祉的
提升。

抖音相关负责人表示：“老年人是年
长的人，不是被时代淘汰的人。我们将努
力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创造老有所乐的氛
围、打造老有所为的平台、构建助老爱老
的文化。也希望社会各界一起合作，共同
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丰富生
活。”

猪肉价格继续回落 9月CPI同比上涨0.7%

渝中嗨购再升级 第二轮消费券来袭！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实习生 程直

抖音发布银龄社会责任报告：银发族最爱拍舞蹈、亲子萌娃视频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实习生 程直

10 月 14日，国家统计局同时发布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9月份，
受煤炭和部分高耗能行业产品价格上涨等
因素影响，工业品价格涨幅继续扩大。

从环比看，PPI上涨 1.2%，涨幅比上月
扩大0.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1.5%，涨幅扩大0.6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
格持平。受需求旺盛叠加供应持续偏紧影
响，煤炭加工业价格上涨18.9%，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价格上涨12.1%，合计影响PPI上涨
约0.50个百分点。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受
限，价格上涨较多，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价格上涨2.9%，水泥等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价格上涨2.9%，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价格上涨2.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价格上涨1.8%，合计影响PPI上涨约
0.57个百分点。另外，进口天然气价格上涨
等因素推动国内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价格上
涨2.5%，国际铁矿石价格下降等因素带动国
内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价格下降8.7%。

从同比看，PPI上涨10.7%，涨幅比上月
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14.2%，涨幅扩大1.5个百分点；生活资料
价格上涨0.4%，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调
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
36个，比上月增加4个。主要行业价格涨幅
均有所扩大，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
涨74.9%，涨幅比上月扩大17.8个百分点；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43.6%，扩大
2.3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价格上涨40.5%，扩大5.2个百分点；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34.9%，扩大
0.8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价格上涨25.5%，扩大1.5个百分点；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24.6%，扩大
2.8个百分点。上述6个行业合计影响PPI
上涨约8.42个百分点，约占总涨幅的八成。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
介绍，据测算，在9月份10.7%的PPI同比涨
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8个
百分点，与上月相同；新涨价影响约为 8.9
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针对 9 月份的 CPI 走势，多家机
构表示，涨幅略低于此前预测均值，
主要是受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的影
响。

中信建投分析师黄文涛指出，消
费偏弱、猪周期下行压制今年 CPI。
他表示，今年居民消费总体偏弱，终
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充足、竞争激
烈，因此价格偏弱运行。叠加生猪价
格处于回落周期，CPI 一直在低位运
行。目前，生猪存栏量仍在回升，年
内猪价仍将在低位波动，压制食品
CPI的上行。预计CPI同比增速在9-
11 月因低基数效应会逐步走升，12
月再次回落，四季度总体温和。

国泰君安宏观董琦团队也分析
称，年内猪价预计仍将维持弱势。短

期来看，目前收储政策对收储的量级
有限，很难对猪价起到决定性影响，
并且随收储轮次增加，对市场信心的
提振效力也出现边际递减。中期来
看，能繁母猪存栏连续两月快速下
滑，本轮猪周期或在 2022 年年中见
底。长期来看，农业农村部最近出台
《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该
《方案》细化了各地产能目标，利好规
模化养殖，或将减小猪周期的波动。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则预计，CPI
将温和上行。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分
析称，服务业修复、价格传导将带动
CPI中枢回升，但疫情扰动难消、消费
缓修复和猪肉拖累作用仍存，四季度
CPI通胀整体温和，预计全年中枢处于

“1”时代。

市民在选购猪肉 （资料图片）

猪价拖累 机构预测四季度CPI总体温和

相关

PPI涨幅继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