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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夏收正由南向北快速推进。“三夏”是我国农时最为紧张、农机作业最为繁重的时期。今

年，全国参加“三夏”作业的机手超过180万人，他们追逐着翻滚的麦浪一路向北。在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第一年，夏粮颗粒进仓、秋粮适时播种，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夏”时节抢收忙 麦浪翻滚粮归仓

全国收获冬小麦过半面积近2亿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5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

元下跌，资产价格总体上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

我国外汇市场将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总体延续

合理均衡的跨境资金流动格局

央行6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外汇储备小幅下降——

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毕业季租房毕业季租房，，这几点别马虎这几点别马虎！！
66 月份月份，，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季再度来临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季再度来临。。在此情在此情

况下况下，，住房租赁市场开始逐步升温住房租赁市场开始逐步升温。。对于大多数初入社对于大多数初入社
会的大学生来说会的大学生来说，，租房是毕业后的一件大事租房是毕业后的一件大事，，面对眼花缭面对眼花缭
乱的租房广告乱的租房广告，，如何才能找到价格合理的出租房如何才能找到价格合理的出租房？？看房看房
应该重点关注什么问题应该重点关注什么问题？？签合同应当注意哪些细节签合同应当注意哪些细节？？本本
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答疑解惑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答疑解惑。。

问问：：如何才能找到价格合理的出租房如何才能找到价格合理的出租房？？

主持人主持人：：在找房源这个问题上在找房源这个问题上，，有多种选择有多种选择，，既可以既可以
自己找自己找，，也可以通过中介也可以通过中介。。若通过熟人若通过熟人、、网络网络、、小区广告小区广告
等可以节省一些费用等可以节省一些费用，，但是也耗时耗力但是也耗时耗力。。若时间和精力若时间和精力
有限有限，，可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中介公司可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中介公司，，一般房租采用一般房租采用

““押一付三押一付三””的方式支付的方式支付。。如果房租明显低于市场价如果房租明显低于市场价，，并并
要求年付或者半年付要求年付或者半年付，，则需要警惕则需要警惕。。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都要先了解意向地区的租房市场均价都要先了解意向地区的租房市场均价。。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中介公司规定有些中介公司规定，，租房一年到租房一年到
期如果续租一年期如果续租一年，，还需多交一个月的房租还需多交一个月的房租（（即中介费即中介费），），租租
房者需提前考虑房者需提前考虑。。此外此外，，还需要尽量避开还需要尽量避开““二房东二房东””，，法律法律
上上，，二房东如果将租赁房转租二房东如果将租赁房转租，，必须要经过原房主的同意必须要经过原房主的同意
或承诺或承诺，，否则无效否则无效。。如果实在遇到喜欢的房子如果实在遇到喜欢的房子，，可以与房可以与房
东见面签合同东见面签合同。。

问问：：签合同有哪些签合同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细节需要注意？？

答答：：首先要验证房东身份首先要验证房东身份，，仔细查看房源产权证仔细查看房源产权证、、房房
东身份证东身份证，，核对姓名与屋主是否一致核对姓名与屋主是否一致，，住房为何种产权住房为何种产权，，
确认房东与产权人的关系是否得到产权人的委托出租确认房东与产权人的关系是否得到产权人的委托出租。。
其次要看清合同再签字其次要看清合同再签字，，写明合同双方的姓名写明合同双方的姓名、、住址住址、、个个
人情况人情况、、房屋确切位置房屋确切位置，，简要说明房屋的基本情况简要说明房屋的基本情况，，如墙如墙
面面、、门窗门窗、、厨房灯区域的装修情况和家用电器的状况厨房灯区域的装修情况和家用电器的状况。。再再
次要写清楚细节次要写清楚细节，，分清双方权利义务分清双方权利义务，，水电气网电视费一水电气网电视费一
般由租客负责般由租客负责，，家电维修家电维修、、常用家具一般由房东负责常用家具一般由房东负责，，要要
明确这些费用是否包含在房租内明确这些费用是否包含在房租内；；如果想对房子实施改如果想对房子实施改
造造，，一定要得到房东的允许一定要得到房东的允许。。最后还要标明房屋内所有最后还要标明房屋内所有
设备的数量设备的数量、、新旧程度新旧程度，，越仔细越好越仔细越好。。

问问：：看房应该重点关注什么问题看房应该重点关注什么问题？？

答答：：在选房时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选房时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安全上在安全上，，要要
考察房子周边环境考察房子周边环境，，有无安全隐患有无安全隐患，，楼层高矮楼层高矮。。在租房在租房
上上，，每月租金最好不要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每月租金最好不要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交通在交通
上上，，步行最好不要超过步行最好不要超过1010分钟至分钟至2020分钟分钟，，最好选择离最好选择离
地铁站地铁站、、公交站近的地方公交站近的地方。。配套设施方面配套设施方面，，除了空调除了空调、、
冰箱冰箱、、洗衣机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用电器之外热水器等家用电器之外，，沙发沙发、、座椅座椅、、
床等家具也是参考指标床等家具也是参考指标。。看房时看房时，，还要做好各项检查还要做好各项检查，，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王轶辰王轶辰））

停售两个半月恢复销售

东风本田能否走出“机油门”
本报记者 杨忠阳

当前，夏收正由南向北快速推进。
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面积1.94
亿亩，麦收进度过五成，机收比例达
94.3%。其中，四川、湖北已收获完
毕；河南已收获 7516 万亩，进度过九
成；安徽已收获 3491 万亩，进度过九
成；江苏已收获 1605 万亩，进度过四
成；山东已收获 1788 万亩，进度过三
成；陕西收获过五成，山西过一成，河
北近一成。

“三夏”是我国农时最为紧张、农
机作业最为繁重的时期。今年，全国参
加“三夏”作业的机手超过 180 万人，
他们追逐着翻滚的麦浪一路向北。在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夏粮颗
粒进仓、秋粮适时播种，对实现农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探访发
现，“绿色三夏”“智慧三夏”“共享三
夏”，共同构成了“质量三夏”新图景。

装备高端化助推“绿色三夏”

在山东省郯城县一片金黄色的麦田
里，雷沃谷神小麦收割机、阿波斯拖拉
机、秸秆打捆机、耕整地机、播种机等
农机先后上阵。收割机作业后，成片的
小麦瞬间被一分为二，籽粒部分汇集到
粮仓，秸秆部分被粉碎平铺在麦地中
间。随后，方捆机将粉碎的秸秆捡拾、
打捆，一个个结实的麦秸捆出现。紧接
着播种机将玉米种子播下，拖拉机牵引
背负式植保机喷起了农药。从收割、耕
整到播种，整个流程实现了“三夏”一
条龙作业。

“收割机不仅实现了大喂入量，还
加装了测产装置和作物含氮量检测装
置，边作业边采集作物产量和湿度信
息，从而生成一张收割区域的产量分布
图和湿度、养分分布图。”农机企业雷
沃重工阿波斯网络科技事业部副总经理
杜猛告诉记者，通过这张图就能了解到
哪块地贫瘠、哪块地肥沃。让种植者更
全面地了解作物情况，以便今后作出更
好的管理决策，实现科学精准施肥，无
须整个地块都施用同样的量。

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副巡视员王家
忠说，以前“三夏”跨区作业以抢收为
主，现在机械化全程作业的特点越来越
明显，各地主推夏粮机收、秸秆处理和
秋粮种肥同播“一条龙”作业模式，机
械化烘干、植保同步跟进。预计今年8
个小麦主产省“一条龙”作业服务面积
将超过 1.7 亿亩。机械化也使“三夏”
生产更绿色化，秸秆打捆机、无人植保
机、免耕播种同步分层施肥机械等新型
高效机械的普及应用，实现小麦秸秆还
田比例提高，助推“绿色三夏”。

记者了解到，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对先进适用机械的支持导向明确，让
机手购机偏好从小型升级到中大型，从

看重价格转变为更加看重性能。2017
年全国新增的 5.7万台稻麦联合收割机
中，多数是大喂入量的高性能收割机。
随着新增大喂入量收割机陆续投入农业
生产和部分老旧农机退出作业市场，农
业农村部专家预计今年全国参加跨区作
业的大喂入量联合收割机占比超过
70%，且大多是机龄 2 年至 3 年以内的
新机，收获效率、质量更有保障。

农机合作社打造“共享三夏”

目前，农机合作社已成为“三夏”
的主力军，盲目外出作业的散机数量明
显减少。“据部分省测算，目前平均每
台联合收割机可服务 70 个以上农户，
不需家家购置，服务人人共享，农机服
务已成为农业产业里最典型的共享经
济。”王家忠说，全国农机合作社超过
7 万个，装备能力、服务能力显著增
强，涌现出了一批农机原值超过500万
元的示范社，社均服务覆盖面积超过1
万亩。

“三夏”前夕，大部分农机合作社
就与服务对象签订了作业任务合同，农
机组织化程度日益增强。今年全国参加

“三夏”作业的农机服务组织预计超过
5.5 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 3.1 万个，
机手超过 180 万人。这样，“三夏”生
产在“窗口期”更加可控，以黄淮海地
区为例，具体到一个县 3天至 5天、一
个地市7天左右就能同步完成收获和播
种任务，比过去缩短一半时间。5月31
日以来，全国连续7天日机收面积超过
1500万亩，创历史新高。

除了跨区机收，夏季田管的农机作

业也日益组织化。“以前夏管，植保作
业就要半天时间，现在利用无人植保机
大规模飞防作业，只需十几分钟，省时
又省力。”在江西省定南县岿美山镇的
种植基地，县农粮局农技员蔡辉站在田
埂上，指导当地合作社使用无人机喷洒
药物。在当地，多数农机合作社通过订
单作业等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实现
了多方共赢。随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农机服务内容不断拓展、服务效益不断
提升，合作社成员之间优势互补，作
业、维修、供油、经纪分工协作。

记者发现，随着“全托管”农机社
会化服务流行，“三夏”作业正由以机
收为主向农业一体化服务转变。安徽亳
州 推 行 “ 全 托 管 ” 农 机 作 业 服 务 ，
1064 家农机合作社与行政村签约“一
对一”服务面积 615 万亩，覆盖率达
93%，农民省事又省钱、机手增效又增
收。江苏泰州姜堰区近两年共投入资金
4600万元，打造84座村级为农服务综
合体，烘干机保有量达700多台，每季
可为35万亩稻麦提供就近烘干服务。

滴滴农机约来“智慧三夏”

6 月 6 日，山东高青县 62.8 万亩麦
田全部成熟，开镰收割。青城镇游家村
农民游方金今年用上了“滴滴农机”，
他提前像找出租车一样预约，当天一辆
河南牌照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就开进了他
家麦田里。近 10 亩麦子仅一个多小时
就收割了大半。“以前我都是到路口上
去拦收割机，今年省事多了，通过互联
网平台签订了收割合同，并以低于市场
的价格粉碎秸秆，小麦在雨季到来前就

能晾晒好入仓。”
“今年柴油价格同比每升上涨 1 元

左右，同时近年食宿、雇工、维修、运
输等费用均有所增加。由于机具保有量
增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一些机
手收益有下滑的压力。”高青县农机局
副局长何象安说，今年不少互联网平台
推出了针对种植户的“作业宝”和农机
手的“靠谱作业”。平台动态提供小麦
种植面积、麦收时间、麦收进度等信
息，农民和机手可以快速通过平台实现
供需对接。通过互联网平台，不少农机
手路线高效、订单增加，成功提高了
收益。

农机企业也在发展“互联网+机
收”“互联网+维修”的模式，为农机
手提供越来越精准的服务。山东汶上
县机手张效东今年新买了一台 GM80
雷沃谷神收割机，它与以往收割机的
不同在于安装了集作业指挥调度、产
品大数据动态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智
能终端设备，满足了他对收割机智能
化的需求。

互联网技术在“三夏”生产中应用
越来越广泛，各地通过“全国农机化生
产信息服务平台”及手机APP等方式，
科学调度农机作业，有效促进了服务供
需对接。河北省在54个农机合作社创建

“智慧农场”，集成推广北斗定位和作业
智能监测技术，实现高速精量播种、变
量施药、精准施肥、高效灌溉，让每寸
耕地和每一粒水种肥药“物尽其用”。河
南省许昌市“智慧农机”测亩计产终端
安装数量达2400台，通过智慧农机信息
平台，对农机分布、机收进度、粮食产
量“一目了然”。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召回 2017年 2月 14
日至 2018 年 2 月 27 日生产的搭载 1.5T 发动机部分 2018
款思威CR—V，共计130455辆。至此，因“机油门”事件停
售两个半月的CR—V再度恢复销售，这是国内汽车历史上
首次因召回而宣布停售的车型。

据了解，本田 CR—V 是国内紧凑型 SUV 细分市场的
热销产品。从2004年至今，在国内拥有100多万车主。

“我们接到消费者的问题反映后，东风本田回收了部分
涉事车辆，拆解了其发动机，认为 CR—V 出现机油液面增
高这一现象，主要是设计方面的问题，与发动机的标定参数
设计有关。”东风本田相关负责人加藤文男指出，“因为在这
个过程中，所有零部件都没有出现异常，这至少说明发动机
在制造上没有问题”。

据了解，此次对召回的车辆，东风本田从4个层面更换
硬件、升级软件，即免费更换空调控制单元和散热器下水管
总成，升级 FI—ECU 软件和对搭载 CVT 变速箱的车型升
级TCU软件。

对于召回措施是否会影响发动机和车辆性能的疑虑，
东风本田服务技术科科长关泰松表示，“东风专门请具备国
家认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召回作业后的车辆的动力性能、
经济性、噪音、排放、油耗等，按照国标要求测试，结果显示
这些性能指标都满足技术要求，与召回前的数据基本一致，
不会对相关性能产生任何影响”。

东风本田销售部副部长郭和平告诉记者，目前已有近
2万台 CR—V完成了召回作业，占总召回车辆的 15%，“我
们计划在一年时间内完成13万辆召回”。

不过，本田 CR—V“机油门”事件还是为今年东风本田
74万辆的销售目标增加了不确定性。今年前4个月，东风本
田终端累计销量为17.7万辆，同比下滑9.8%。CR—V累计
销量仅为 22268辆，同比下降 61.4%。“在 CR—V 停产状况
下，我们努力在其他车型上提升销量，加以弥补。比如，5月
份思域销量超过1.7万台，XR—V的销量约为1.4万台。在
5月22日CR—V恢复生产和销售后，新的商务策略也会陆
续推出。”东风本田执行副总经理郑纯楷说，“我们希望尽快
把CR—V销量拉到应有水平，时间越早越好”。

事实上，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5 月份发布的召回公告中，当月国内乘用车召回数量最多
的品牌是奥迪，因为部分车辆发动机辅助冷却液泵可能存
在两种失效模式，可能造成发动机舱着火，存在安全隐患，
奥迪一次性召回高达 659049 辆，占总量的 80.57%之多。
但奥迪的“天量”召回，没有产生像东风本田 CR—V“机油
门”事件那样发酵，引发消费者维权。

本田CR—V“机油门”事件发生后，也让东风本田开始
反思其危机应对机制。“过去几个月，我们在反思如何能进一
步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今年4月2日刚刚担任东风本田总
经理的夏目逹也告诉记者，目前东风本田与在北京办公的本
田中国、地处广州的广汽本田和日本本田总部枥木研究所之
间也建立了联动机制，以便问题发生后能快速解决。

显然，这样的反思对于帮助东风本田走出 CR—V“机
油门”事件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或缺。

6月5日，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七级镇前郎村农民郎衍柱（右）收获良种小麦，丰收喜悦溢于言表。 陈清林摄

中国人民银行 6月 7日公布的最新
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106亿
美元，较4月末下降143亿美元，降幅
为0.46%。

这是外汇储备连续第二个月回落。
2018 年 4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249 亿美元，较 3 月末下降 180 亿美
元，降幅为 0.57%。在今年 2 月份之
前，外汇储备曾实现连续12个月上涨。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5 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
定，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下跌，
但资产价格总体上涨，在这些因素综
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

“5 月份外汇储备继续小幅下降，
主因还是外汇储备中非美元货币对美
元贬值导致的汇兑变化。”交通银行金
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
说，5 月份美元指数上行，全月升幅
2.3% ， 日 元 对 美 元 汇 率 微 幅 升 值
0.5%，但欧元、英镑分别对美元贬值
约 3.2%、3.5%，贬值幅度环比扩大，
估算因汇兑变化导致的外汇储备减少

或在 200 亿美元以上。5 月份各主要国
家国债收益率先升后降，总体变化不
大，债券估值因素对外汇储备变化的影
响不大。因此，如果剔除汇兑因素，5
月份外汇储备应该仍是小幅增加的，跨
境资金保持小幅净流入，预计外汇占款
小幅增加。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向
好，呈现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物价
总体稳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质量效
益持续改善的良好发展态势。外汇市场

供求持续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市场主体
的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

对于接下来外汇储备的走势，多位
分析人士均表示乐观。鄂永健表示，近
期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贬
值，但人民币有效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甚
至有所升值，即人民币对欧元、英镑等
非美元货币升值。这说明，当前市场情
绪较为平稳，不存在明显的人民币贬值
预期，近期一些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
储备也将带动人民币资产需求增加，有

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总体看，预计
未来人民币汇率继续双向波动，对美元
或小幅贬值，但保持基本平稳，跨境资
金流动继续保持基本平衡。

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
明认为，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
本平衡，跨境资本流动延续净流入态
势，未来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依
然坚实，经常项目下大概率仍是顺
差。同时，从 6 月 1 日起，A 股正式纳
入 MSCI 指 数 ， 资 本 市 场 国 际 化 提
速，有利于境外资本流入，跨境资金
流动也许将实现小幅净流入，主要体
现在居民和企业持汇数量增多，或者
央行外汇储备上升。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
有条件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在此
基础上，我国外汇市场将能够更好地适
应外部环境变化，总体延续合理均衡的
跨境资金流动格局。同时，在全球经济
增长延续复苏的形势下，不同经济体增
长有所分化，金融市场仍面临不确定性
因素。在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我
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