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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
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就当前猪肉产能下滑以及制约养
猪业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政策部署。分
析人士认为，《意见》的出台为生猪稳产保供提供了有
力保障，为现代生猪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对于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猪肉供应保
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保供稳价拿出实招

发展生猪生产，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稳定物
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产业的短板和问题
进一步暴露，稳产保供压力较大。

“针对今年以来我国生猪产能明显下滑，猪肉供应
相对偏紧的问题，《意见》从促进生产、加快恢复、规范禁
养区划定和管理，保障种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

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完善市场
调控机制等 6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要求，相关部门
都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地，
将对调动养殖场户的积极性、促进增养补栏和保障猪肉
市场的供给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说。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负责人彭绍宗表示，储备调节
是保供稳价的重要抓手。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大力推
动开展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目前中央和地方层
面冻猪肉收储量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同时，国家发
改委还牵头制定重要时间节点的冻猪肉投放计划，在
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和明年的元旦、春节等重要节
假日为猪肉市场供应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 4月份以来，全国有不少地方食品价格上涨
达到了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发改委迅速向各地发出
提示函，督促有关地方及时启动联动机制，按照时限
要求，将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同时还
指导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当地实际提高补贴标准。截至
目前，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32.3 亿元，惠及困
难群众达到1.29亿人次。”彭绍宗说。

排除障碍鼓励畜禽养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猪肉价格上涨源于非洲猪

瘟及一些地方忽视甚至限制养猪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影
响。《意见》的及时出台，对于规范市场运行、纠正政
策误差、稳定生猪生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将产
生显著的积极作用。

“短期看，非洲猪瘟疫情导致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
下降较多，引发猪肉供求紧张；长期来看，一些地方
在执行环保政策过程中存在‘一刀切’问题，影响了
中小养殖户的生猪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正如 《意
见》 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也反映出我
国养猪业产业布局不合理、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不健全
等深层次问题。”胡冰川说。

针对一些地方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由，扩大禁养
区的范围或者对养殖场“一关了之”等问题，《意
见》 明确了整改方向，如：严格依法依规科学划定
禁养区，不得超范围划定禁养区；保障符合条件的
种猪和仔猪调运，不得层层加码禁运限运；加快补
助资金发放，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
发放一次等。

据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敬介绍，
为落实好《意见》，有关部门对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的
划定和管理工作拿出了明确措施。例如，依法科学划
定禁养区。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之外，不
得超范围划定禁养区。绝不能打着环保的旗号，借改
善环境质量之名，随意扩大禁养区的范围。再如，对
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养殖场户优先支持异地

重建，对于确需关闭和搬迁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的过
渡期，严禁“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提升长期生猪供给能力

胡冰川进一步分析指出，与单纯的供给数量相
比，猪肉产品的供给质量也是需要不断加力提升的。
在这方面，《意见》提出的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大
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 （户）
发展、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强化疫病检测和
动物检疫等诸多举措显然很有针对性，兼顾了数量与
质量、当前与长远。“未来，随着《意见》的实施特别
是进口猪肉数量的增多，猪肉价格有望逐步回归均
衡。”胡冰川预计。

除了扫除影响生猪养殖的短期障碍之外，《意见》
还对提升长期生猪供给能力给出了实招。

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负责人高永举例说，
《意见》 就保障生猪养殖用地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
一是强调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要合理安排新增的
生猪养殖用地；二是完善设施农用地政策，有针对性
地提出合理增加生猪养殖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 15
亩上限，保障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的需求；三是鼓
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四荒地”（荒山、荒沟、
荒丘、荒滩） 发展生猪生产，同时提出各地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支持政策。

“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切实落实好现行的支持政
策，比如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
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作为养殖用途也不
需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应该说，概括起来，在用地上
就是要切实保障生猪生产的用地需求，做到应保尽
保。”高永说。

与此同时，《意见》还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项目支
持，比如实施良种补贴项目，将符合条件的非畜牧大
县纳入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实施范围，提高育肥猪
和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额等。这些政策项目抓住了生猪
转型升级的关键薄弱环节，必将进一步助推生猪生产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董建国、张逸之）
2019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
日前在厦门举行。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
球化趋势加强的不利条件下，各国嘉宾与客商
云集此间，寻找“中国机遇”。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此间发布的 《世界投资
报告 2019》（中文版） 显示，2018 年全球对外
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3%，降至1.3万亿美元，国
际投资增长乏力。然而，中国吸引外资依然保
持平稳增长。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吸引外资
达 1390亿美元，占全球吸收外资总量的 10%以
上，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参加投洽会的各国政要、跨国公司高管认
为，中国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地。“我们将

持续在中国投资，并从中获益。”华南美国商会
会长哈利·赛亚丁说，这是华南美国商会第十七
次组团来厦门参加投洽会，带来 100 多家企
业，其中包括苹果、德勤、强生、耐克、毕马
威等大型跨国企业。

华南美国商会发布的 《2019华南地区经济
情况特别报告》 显示，2018年，几乎所有外资
企业在华均保持盈利状态。受访企业的再投资
数据表明，企业并没有大面积撤离中国市场，
对投资中国仍有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是中国
市场的增长潜力及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本届投洽会上，人工智能、文化教育、医
疗健康等领域成为外资关注的焦点。

美国肉制品加工企业欧喜集团中国区公

司事务总监蔡华说，中国在产业的升级换代
方面不断出台新的举措，积极吸引和稳定外
资，对于在华发展的跨国企业来说都是有力
的保障。

“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非常坚定。”瑞士
ABB集团中国区副总裁陈思林说，全球人工智
能发展前景良好，中国将继续在这一领域扮演
主要角色。

去年底，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建设的 ABB
厦门工业中心投入运营，成为 ABB 全球最大
的创新与制造基地之一。“集团将积极探索

‘一带一路’商业机遇，近年来与 400 余家中
国企业在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广泛合
作。”陈思林说。

稳定当前生猪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完善疫病防控体系——

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外资积极布局寻找“中国机遇”

本报北京电（记者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9月
11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人民币新增贷
款和社会融资规模环比回暖。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
加1.21万亿元，同比少增665亿元。

数据显示，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48.23万亿
元，同比增长12.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低0.2个和0.8个百分点。8月份，以个人住房按

揭贷款为主的住户中长期贷款增加 4540 亿元，以
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增加6513亿元。

8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1.8 万亿元，同比多
增 7147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2714亿元，非
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5792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95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7298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8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93.55万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5.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增速比上月末高0.3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5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

（M0）余额7.32万亿元，同比增长4.8%。当月净投放
现金463亿元。

社融回暖明显。数据显示，8月末社会融资规
模存量为 216.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其中，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134.6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2%。8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9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76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陈炜伟、于
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9月12日
说，2018 年，中俄贸易额突破 1000 亿
美元，中国连续 9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
贸易伙伴。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 1 至 8 月，中俄双
边贸易额达到 70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此外，2018年，中俄服务贸易快
速发展，金额达 175.9 亿美元，同比增
长近1倍，成为双边贸易合作的新亮点。

中俄投资合作也在不断拓展。高峰
介绍，今年 1 至 7 月，中国对俄罗斯的
全行业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3%，投资领
域从传统的能源油气、农林开发延伸
至汽车、家电、食品加工等制造业，

投 资 方 式 也 由 传 统 的 绿 地 投 资 向 参
股、并购、设立基金等领域拓展。此
外，双方正在积极推进中俄联合科技
创新基金的组建工作，助力科技创新
领域投资合作。

“总体看，中俄经贸合作正在加速
提质升级，向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迈
进。”高峰说。

9月12日，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江海小学的同学在老师带领下，走进位于
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内的科普体验馆，感受科技的神奇魅力。

禹强云摄 （人民视觉）

近来，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天柱县石洞镇
皮厦村特色产业基
地里小米成熟，进
入丰收季节，农民
忙着收割晾晒。

龙胜洲摄
（人民视觉）

今年，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农
垦特泥河农牧场大
力推进田间作业和
麦场管理标准化进
程，使得今年粮食
生产获得丰收。图
为农牧场职工日前
在晾晒收获的小麦。

陈晓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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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9月13日电（记者龚
仕建） 日前，全国首家商业保理公司
美元融资业务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
正式批复，落地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西安经开功能区。区内企业长银保理
成为全国第一家可以以美元为计价
单位进行融资的商业保理公司。

此项业务的获批将切实有效降
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及汇兑风险，缩
短美元融资时间，加快资产周转
率。在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出口企
业产生影响的背景下，此项业务的

开展将服务于中小出口企业开展国
际贸易合作，助力更多中国出口企
业扩大海外市场。

保理又称保付代理、托收保
付，是贸易中以托收、赊销方式结
算贷款时出口方为规避收款风险而
采用的一种请求保理商作为第三方
承担风险的做法。在对外贸易融资
服务中，针对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尚
未收回的货物款项，保理商可提供
融资服务，企业获取资金后，可加
快贸易周转，获取效益。

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21万亿元

中国连续9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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