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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3日电（记者陆
娅楠、高云才）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
布的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2019
年 全 国 夏 粮 总 产 量 14174 万 吨

（2835 亿斤），比 2018 年增加 293 万
吨 （58.6亿斤），增长2.1%。其中夏
收 谷 物 产 量 13248 万 吨 （2650 亿
斤），比 2018年增加 261万吨 （52.2
亿斤），增长 2.0%；小麦产量 13106
万吨 （2621 亿斤），比 2018 年增加

267 万吨 （53.3 亿斤），增长 2.1%。
2019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得益
于单产恢复性增长，夏粮产量增加。

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质量兴
粮、绿色兴粮、品牌兴粮，今年夏粮量
增质优。分地区看，全国25个夏粮产
区中有 19 个省（区、市）夏粮单产增
加。其中，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
夏粮每亩产量增加15公斤以上。

全 国 夏 粮 又 获 丰 收
总产量14174万吨，比上年增长2.1%

全 国 夏 粮 又 获 丰 收
总产量14174万吨，比上年增长2.1%

本报天津7月13日电（记者郁静
娴） 第十届中国奶业大会 7 月 12 日
至 14 日在天津举行。此间，中国奶
业白皮书 《中国的奶业》（以下简
称 《白皮书》） 由中国奶业协会正
式发布。

白皮书显示，人工授精、秸秆
青贮、疫病防控等现代技术的普及
和应用，促进奶牛整体生产水平和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乳品加工实

现跨越式发展。去年，全国牛奶产
量达到 3075 万吨，是 1949 年的 154
倍；全国乳制品产量 2687 万吨，是
1952 年的 43063 倍，年均增长 17.5%。
市场供应量不断增加，推动中国奶
类消费的增长，去年人均奶类消费
量达34.3千克。

目前，国内奶业已初步建立基
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的治理体
系，涵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监

督管理，覆盖牧场到餐桌全过程。
据白皮书汇总的数据，国内乳制

品的监督抽检合格率连续 3 年在 99%
以上，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连
续10年零检出，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
M1 连续 5 年未检出。2018 年国家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乳制品样品合格率为
99.8%，是抽检合格率最高的一类食
品。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样品合
格率达到99.9%。

国内奶业治理体系初步建立

乳制品抽检合格率连续3年超99%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贾平凡） 13日，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卫生健康监督中心、中国侨
联、北京市侨联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和众多国际友人的共同见证
下，由多家国内知名医美机构共
同发起的“中国医美安全规范诚
信联盟”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发表
联盟倡议书。

联盟倡议书提出，将全面深
入贯彻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 《关
于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

动的通知》 精神，密切配合国家
有关部门开展整治行业乱象的专
项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配
合执法监督部门严格监督市场监
督执法；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
台，协助制定行业安全规范标
准，为行业发展献计献策。

在联盟成立仪式上，北京鑫
杏林医疗美容·新侨创新创业基
地揭牌。此外，泰国亲王纪拉
空·吉堤亚冠代表泰国皇室与中
国一家医美机构杏林整形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杏林整形成为泰
国皇室指定的唯一医美品牌。据
悉，杏林整形在扎根国内医美市
场的同时，不断完善海外医院的
布局，已在韩国首尔、泰国曼
谷、阿联酋阿布扎比等国家的首
都建立分院与基地，并与美国、
英国、法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多
座城市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往来，
得到各国医美行业的高度认可，
为中国医美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国
际品牌形象。

医美安全规范诚信联盟在京成立

本报扬州7月14日电（记者常
钦） 近日，记者从全国乡村产业振
兴推进会上获悉：各地大力培育绿
色产业，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点
绿成金”成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
有效途径。目前中国已有1.2万家企
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2 万余
张，产值达1323亿元。重点扶持32
个贫困地区创建有机产业园区，通
过认证拓展农产品市场销路。

据介绍，中国组织制定农业国
家标准 3483 项、行业标准 6467 项、
地方标准 21088 项，覆盖了农业投
入品、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
产品物流等领域。先后建设国家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4540个、省级农业
标准化示范区6000多个，涉及全国
2000 多个县 （区、市），覆盖了粮
食、畜禽、水产、蔬菜、水果等农
产品，推进乡村产业全程标准化。

中国有机产品证书达2万余张中国有机产品证书达2万余张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聂传清） 一个意味深长的探索AI

（人 工 智 能） 与 人 的 展 览 ——
《撒谎的索菲亚和嘲讽的艾莉克
莎》 日前在北京 798 艺术区的现
代汽车文化中心开幕。

展览中，“索菲亚”与“艾
莉克莎”分别为两个角色，他们
化身为AI程序所生成的文本及声
音，以三层“对话”的形式贯穿
展览，意在讲述AI这个内含重重
悖论、指向未来多种可能的课

题。同时，展览还邀请策展人与
艺术家、研究者一起，透过多元
化视角，探讨AI的相关议题，激
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所带来未知世
界的反思。

本次展览呈现的是韩国现代
汽 车 设 立 的 奖 项 Hyundai Blue
Prize 2018“创新未来”获奖人
龙星如的策展作品。龙星如表
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呈现一个
现实与未来交叠的世界，通过艺
术形象力，向观众展示未来。

现代汽车文化中心艺术总监
徐静表示，现代汽车设计的这个
奖项，旨在助力中国文化事业发
展，为青年一代提供国际性策展
交流平台。它以艺术、科技和人
性化的视角站在时代前沿，在挖
掘中国优秀青年策展人的同时，
不断延展大众对社会、艺术、科
技及人类本身的认知边界，引导
大众关注和思考当下和未来的社
会发展，激励大众一起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

现代汽车在京策展探索AI时代

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增人
民币贷款9.67万亿元，社会融
资 规 模 增 量 累 计 13.23 万 亿
元，较前值均有明显回升；广
义货币 （M2） 余额 192.14 万
亿元，同比增长8.5%。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总体来看，2019 年上
半年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
规模适度增长，市场利率运行平稳。主要金融数据均
与市场预期基本吻合，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继续
加大，下一阶段经济平稳运行可期。

小微融资成本明显降低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9.67 万亿元，
同比多增 6440 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3.7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2.75万亿元；非金
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6.26 万亿元，其中，中长
期贷款增加3.48万亿元。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66
万亿元，同比少增1786亿元。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表
示，虽然6月新增贷款略低于预期，同比也少增，但新
增企业中长期贷款环比上升较多，表明信贷结构有所
改善。当月新增居民户中长期贷款保持较大增量，表
明住房信贷需求仍然较强。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明显降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观察中国的利率水平，要看
整体市场利率水平和贷款实际利率。“总体来看，无论
是整体市场利率还是贷款利率，从去年开始一直在降

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有明显降低。”
孙国峰介绍，今年前5个月，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平均利率6.89%，比2018年全年的平均水平下降
了0.5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平均利率4.79%，比2018年全年下降了0.65个百分
点，幅度较大。再加上承担或减免信贷相关费用，相
当于降低其他融资成本 0.54 个百分点，加在一起小微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幅已超1个百分点，成效显著。

市场主体需求有所恢复

数据显示，6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192.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与上月末持平；狭义货
币 （M1） 余额 56.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增速比
上月末高1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M2已
连续3个月保持8.5%的增速水平，这是人民银行坚持稳
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力度松紧适度以及流动性合
理充裕效果的体现。原因有三：

一是银行贷款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6月末人民
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增速虽比上月有回落，但比
上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二是银行债券投资增速较快。6月末银行债券投资
同比增长 18.8%，比上年同期高 4.6 个百分点，较好地
支持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和企业债的发行。

三是商业银行以股权投资方式对非银行金融机构
融出资金规模的降幅有所收窄。6月末商业银行对非银
行金融机构融出资金的规模下降 6.8%，比低谷点收窄
了5.6个百分点。阮健弘表示，这意味着去年以来，银
行的表外资金大幅下降的状况明显缓和，表内外的资
金关系以及表外融资变化趋于稳定，银行派生货币能
力明显增强。

阮健弘表示，在 M2 增速保持平稳的同时，M1 增
速回升，反映出市场主体对高流动性资产的配置需求
有所恢复。

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较大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呈现逐步回升态势。
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3.2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18万亿元。其中，对实
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02万亿元，同比多增
1.26万亿元。

阮健弘表示，6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10.9%，

是 2018 年 7 月以来的最高水
平，体现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在加大。

导致社融规模增速加快的
原因主要有：贷款保持较快增
长；企业债券融资增速加快；
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力度明显
加大；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负
增长势头持续减缓；未贴现银
行承兑汇票降幅明显缩小。

从结构看，直接融资比重提高。
贷款在社融中的占比下降。上半年，对实体经济

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75.8%，同比
低11.4个百分点。

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下降势头收窄。上半年，委
托贷款占比-3.7%，同比高 4.3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
比0.7%，同比高2.6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周学东表
示，今年上半年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对社融的下拉作
用明显下降，贷款在社融中的占比明显下降，这意味
着上半年直接融资比重有了较大提高，这是一个较好
的迹象。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9.67万亿元，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幅逾1个百分点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码
本报记者 徐佩玉

近日，一个由
近 2 万件回收塑料
制品组成的装置艺
术作品“巨环”在
上海科技馆展出。

“巨环”长 17 米，
通过镜面反射形成
圆环造型，表现海
洋中废弃塑料形成
的“垃圾带”正环
绕着我们的现实，
提醒人们减少产生
和丢弃塑料垃圾。
图为7月14日，观
众在参观“巨环”。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废弃塑料变身艺术品废弃塑料变身艺术品废弃塑料变身艺术品

2019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日前在伟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乡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开幕。此次文化旅游节为期5天，将举办郑和纪念大典、千人秧佬鼓舞大
赛等多项活动。图为郑和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演员在表演节目《丝路映画》。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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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7月14日电（记者
田泓）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近日公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上海吸引合同外资 228.63 亿美
元，实到外资 97.54 亿美元，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长6.3%和13.9%，引
进外资呈现“快中趋稳”之势。

上半年，以百时美施贵宝、苹
果电脑等企业为代表，上海新增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 23 家，其中亚太

区总部14家，新增外资研发中心8
家。这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
性公司实到外资 30.72亿美元，同
比增长9.4%，占上海上半年实到外
资总额三成以上，成为上海实到外
资两位数增长的第一大推动力。

上海吸引外资的结构与质量
也令人瞩目。科技服务业已成为
上海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行业，
上半年，实到外资 8.1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3 倍，主要集中在电
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研发等
领域；实到外资超过1000万美元
以上的制造业项目13个，同比增
加 4 个，主要分布在电气机械、
化工、生物医药、专用设备、汽
车零部件、食品等行业。

截至 6 月底，上海累计引进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93 家，实到
外资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

上海前6月引进外资近百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