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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从南到北，田间地头正值一片忙碌。春耕
春播已经陆续展开；夏粮收获正在抓紧奋战；冬春蔬
菜进入生产尾声，夏季蔬菜也开始移栽定植……农业
生产进展如何？供应是否有保障？3月27日，农业农村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最新情况。

夏粮力争产量稳定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占全年
粮食生产超过 1/5，夺取夏粮丰收对粮食的稳产保供、
提振全社会信心至关重要。据了解，夏粮的主体是冬
小麦，目前北方的冬小麦已经开始起身拔节，江淮地
区开始孕穗，西南地区正在灌浆。

“从今年调度的情况来看，小麦的面积基本稳定，
越冬期气候条件总体有利，加上春季田管比较到位，
目前小麦的苗情长势好于上年也好于常年。”农业农村
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说，“总的来说，今年夏
粮情况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土壤墒情充足，苗情总体
较好，丰收很有基础，田管切勿放松。”

现在距离夏粮收获大概还有 70天左右的时间，从
气象条件来看，夺取夏粮丰收还要过“倒春寒”、倒伏
等关口。3月初，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奋战100天夺
夏粮丰收行动”，组织各地立足抗灾夺丰收。从农民技
术指导培训到植保无人机等高科技助力，各地正为夏
粮丰收做足准备。

据了解，今年夏粮丰收要力争实现三个目标。一
是产量总体稳定，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力争产量基本
稳定在上年水平；二是灾害损失可控，气象灾害损失
率控制在 5%左右，重大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
内；三是产品质量提升，优质专用小麦比例提高2个百
分点以上。

春耕春播进展顺利

抢抓春耕，不误农时，目前全国春耕春播也正顺
利进行着。刘莉华介绍，截至 3 月 26 日，全国春播粮
食7480多万亩，完成意向种植的8%，进度同比快了0.6
个百分点。早稻育秧已近七成，栽插 1600多万亩，育
秧进度快了1.6个百分点，栽插进度快2.9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此前介绍，
今年春播粮食面积大约在9亿亩左右，占全年粮食面积
一半以上，按时保质地完成春播任务，对全年粮食生

产很关键。目前，春耕保障各方面工作也正在进行，
确保春耕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保障农资需求——3 月初，362 家重点种子企业复
工率达到92%，1400多家农药企业已经复工70%，特别
是急需的春管小麦、油菜用药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2%。

“从目前情况看，满足春耕备耕农资的需求是有保障
的。”潘文博表示。

做好春灌工作——到目前，17个省157个大型灌区
已开始春灌，灌溉面积已经到了 4500多万亩，引水量
也达到了58亿立方米。“其他地区也在陆续按照春灌种
植的需要做好春灌计划、春灌准备，今年春灌总体上

是有保障的。”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说。
落实防灾减灾——“农业生产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防灾减灾，与自然界博弈的过程。”刘莉华说，年
初，农业农村部就制订印发了科学应对气象灾害的预
案，当前重点是加强分类指导，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
成春播任务，赢得全年粮食丰收的主动权。

蔬菜供应总体充足

近期部分蔬菜价格有起伏，有人担心是不是供应
紧张？当前蔬菜生产情况怎么样？

刘莉华说，蔬菜的生育期普遍比较短，容易受天
气影响，生产的季节性也很强。往年3-4月份是冬春蔬
菜与夏季蔬菜倒茬的季节，冬春蔬菜进入生产尾声，
夏季蔬菜刚刚移栽定植，还不能大量采摘，会有一段
时间蔬菜的上市量减少，部分品种会出现阶段性的价
格上涨，这是正常的季节性、规律性波动。

为“菜篮子”产品保供，农业农村部门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包括扩大蔬菜生产，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扩
种速生叶菜，千方百计增加产量；促进产销衔接，及
时解决“菜篮子”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阻、交
通不畅等问题，促进产品顺畅销售等。

从整体来看，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体
充裕，价格稳中有降。据商务部监测，3 月 25 日，百家大
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食批发价格与 2月底基本持平，
食用油批发价格下降 0.3%；猪肉、牛肉、羊肉批发价格
分别下降 2.6%、1.1%和 1.8%；白条鸡、鸡蛋价格分别下
降1.7%和4.0%；30种蔬菜批发均价下降15.6%。

“春季，蔬菜每天都有播种，每天都有采收。”刘
莉华说，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3 月 26 日，全
国在田蔬菜面积 5600 多万亩，本周新增蔬菜面积 680
多万亩，采收蔬菜780多万吨。随着天气回暖，蔬菜生
产逐渐进入旺季，产量还会稳步上升，供应量总体是
充足的。

小麦苗情好于往年 春播进度同比加快

农业丰收打下好基础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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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工业企
业利润数据。最新数据显示，1—2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4107.0亿元，同比下降 38.3%。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 1465.4亿元，同比下降 32.9%；股份
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158.8 亿元，下降
33.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796.3 亿元，下降 53.6%；私营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1208.3亿元，下降36.6%。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张卫华表

示，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明显下降，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工业生产销售显著下降。为有
效防控疫情蔓延，今年全国春节假期延
长 3 天，20 多个地区推迟 10 天开工复
产，企业正常生产时间普遍大幅压缩，
同时 2 月份复工复产企业受各种因素制
约，生产水平尚未恢复正常，导致企业
生产销售均出现明显下降。

二是成本费用上升挤压利润空间。
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未恢复正常，但用

工、折旧等成本及各项费用刚性支出不
减，同时防疫成本却在增加。1—2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
本费用为94.19元，同比增加0.85元。

三是工业品价格下降。1—2 月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2%。重
点支柱行业产品出厂价格不同程度下
降，如化工下降 4.3%、煤炭开采下降
4.1%、电子下降 2.2%、电力下降 0.9%、
汽车下降0.6%。

四是绝大多数行业利润下降。1—2
月份，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7 个行业
利润下降，其中，电子、汽车、电气机
械 、 化 工 等 重 点 行 业 利 润 分 别 下 降
87.0%、79.6%、68.2%和66.4%。

“同时应当看到，虽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总体明显下降，但部分连续生产
行业以及民生保障行业利润仍然保持增
长态势。1—2月份，烟草、有色、油气开采、
农副食品加工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1.5%、28.3%、23.7%和 2.2%。此外，医药行
业利润同比下降10.9%，降幅明显小于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张卫华说。

张卫华进一步指出，当前，国内疫情
已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达产进度逐日
加快，经济社会秩序正在有序恢复。下阶
段，随着全国上下继续深入贯彻党中央关
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项决策部署，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快，
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将逐步缓解，工业企
业效益状况将得到有效改善。

1—2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明显下降

疫 情 冲 击 正 在 缓 解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日，江西省上饶市
万年县 120 名农技人员走
进田间地头、农机作业现
场，及时将政策信息、育
秧管理、农机维修、测土
配方、病虫防治等系列服
务送到农民手中，做到防
疫春耕两不误，确保全县
春季农业生产顺利开展。
图为 3月 27日，农技人员
在该县陈营镇聂家村龙祥
农民专业合作社育秧中心
讲解秧苗管理注意事项。
徐声高摄 （人民视觉）

赶制口罩助海外战赶制口罩助海外战““疫疫””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王珂） 商务
部26日召开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
外贸司二级巡视员刘长于介绍，截至3月24日，
全国重点外贸企业已基本复工，产能恢复率超
过70%的重点外贸企业占比已经达到71.3%，比
一周前提高了4.6个百分点。当前，我国外贸企
业复工复产依然保持平稳有序的态势。

刘长于说，商务部将积极有序推动外贸
企业复工复产，保障重要企业和关键产品生
产出口，支持企业通过网上洽谈、网上参展

等方式主动抓订单，与各国一道确保全球供
应链开放、稳定、安全，全力稳住外贸基本
盘。商务部将加强形势研判，加大抗疫国际
合作力度，深化双边经贸务实合作，尽力减
轻外贸发展的外部风险。同时，将用足用好
各项外贸政策，特别是要推动财税、金融、
出口信保等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支持地
方、行业组织、贸促机构为企业提供必要的
法律和信息服务，引导企业防范风险，帮助
企业保市场、保订单、保份额。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王俊岭） 26
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线上会议
形式发布了2019年年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人寿实现保费收入5670.86亿元，
同比增长5.8%，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人寿总资产
达37267.34亿元，较2018年底增长14.5%；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
达266.71%、276.53%。值得注意的是，受投资收
益增加、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调整

的影响，中国人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达582.87亿元，同比增长411.5%。

中国人寿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
国保险业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未来，
中国人寿将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步伐，强化
科技在销售、服务、管理等领域的运用和赋
能，持续推动运营服务向集约化、智能化、
生态化转型升级，特别是抓好重大风险防
范，不断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邱海峰） 记
者日前从上海期货交易所获悉，截至2020年
3月25日，原油期货累计成交量6568.31万手

（单边，下同）、累计成交金额 29.88 万亿
元，成为规模仅次于纽约 WTI 和伦敦 Brent
原油期货的第三大原油期货。

2018年3月26日，中国第一个国际化期
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
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下称上期能源）
上市，目前已运行满两年。截至 2019 年底，
总开户数突破10万，其中境外客户同比增长
120%，分布在五大洲 19 个国家和地区，日

均交易量、日均持仓量占比约 15%、20%；
已备案境外中介达56家，境外客户参与的渠
道进一步拓宽；上海原油期货共拥有 6家指
定交割仓库共9个存放点，核定库容共计695
万立方米，启用 355 万立方米，分别位于辽
宁、山东、上海、浙江、广东、海南等地；
顺利完成了16次交割，累计交割量2046.7万
桶，累计交割金额90.72亿元。

上期能源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期间，
上海原油期货多个近月合约交易活跃，全市
场持仓量不断放大，屡创新高，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显著提高。

全国重点外贸企业已基本复工

上海原油期货成交超 6500 万手

中国人寿2019年度业绩大幅增长

近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全部复工复产。图为在栾城区装备制造基地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制作电机线圈。 李明发摄 （人民视觉）

疫情发生后，四川
省泸州市古蔺县扶贫产
业集中发展区古蔺高乐
皮具有限公司扶贫车间
转产一次性口罩并取得
资质，现已具备日产 30
万个口罩产能。近日，
12 万 个 口 罩 已 发 往 秘
鲁，接下来还将把口罩
供应至西班牙、印度、
日本等国家，助力海外
战“疫”。图为在该公司
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
在赶制口罩。
牟 科摄 （人民视觉）

日前，福州春茶节在福建福州晋安春伦生态茶园举行，通过互联网直播
开春祭茶、喊山、跳采茶舞、师徒开春植新茶、茶艺展示、线上直播淘茶等
活动，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乐趣。图为一位茶艺
师在福州春茶节表演茶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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