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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持续加快推进，为农

交会增添了丰富内容。农交会

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缩影，成

为农业市场化的重要标志。在

本届农交会上，一大批品质高、

品牌亮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

了众多观众和采购商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落幕，成交额达337亿元——

农交会上农事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前三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快速增长
新闻回放：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我国服务出口12743.4亿元人民币，增
长 14％；服务进口 26081.9 亿元人民币，增长
8.9％；逆差13338.5亿元人民币。若以美元计，服
务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为15.2％、18.8％
和13.6％。

点评：今年以来，国内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持续
巩固，陆续出台的开放举措和服务贸易政策显著
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增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内
生动力，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一数据体现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平稳，结
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

长征火箭将提供“专车”“顺风车”服务
新闻回放：11月5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2020年实现长征六号
甲、长征七号甲和长征八号等新一代中型液体运
载火箭首飞，届时将面向商业市场，向国内外用户
提供火箭发射专属定制的“专车”和搭载发射“顺
风车”等在内的多项运载服务。

点评：随着航天市场不断扩大，整个行业从单
一为国防服务转向为国防和社会服务，从单一的
国家用户向多元化用户发展，逐渐形成了商业航
天市场。近年来，商业航天已成为中国航天重要
组成部分，相关的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应用产业相
关企业都积极参与其中。从长远来看，商业航天
市场潜力巨大但仍存在瓶颈，如能在行业准入、法
规完善等方面加以引导，将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

青藏高原清洁能源将直送中原
新闻回放：11月7日，青海—河南±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工程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和河南驻
马店同时举行开工仪式。这条专为清洁能源外
送而建设的特高压输电通道计划 2020 年建成投
运，届时，将把青藏高原的清洁能源送往中原
大地。

点评：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是完全靠清洁能
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第
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特高压通道，也
是我国发展运用特高压输电技术推动新能源大规
模开发利用的一次重大创新。工程设计年输送电
量400亿千瓦时，不仅将破解青海新能源消纳难的
问题，也将有效缓解华中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矛
盾。同时，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日前，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落下帷幕。这是我国最具权威性、
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农业展会。农业农
村部同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届农交会
交易额达 337 亿元，参展产品 1.6 万种，
到会采购商和专业观众 5 万多人次，观
展观众超过40万人次。

本届农交会主题是“质量兴农、品
牌强农、绿色发展、乡村振兴”，设立
了行业专业展区、品牌农业展区、特色
产业展区等 12 个展区。近年来，我国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加快推进，
为农交会增添了丰富内容。农交会已成
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缩影，成为农业市场
化的重要标志。

质量农业：产品品质更高

“捏一捏，揉一揉，插根吸管就能
喝”“轻轻一抓，我们的核桃会对您笑”

“长在白纸上的蔬菜”“比鞋还大的巨型
土豆”，农交会上的这几句广告语分别对
应了重庆奉节脐橙、新疆薄皮核桃和植
物工厂、冀张薯 12 号。“农产品要新奇
特，这样才能卖得好，效益才能高。我们
的土豆属于中晚熟鲜食型品种，不仅个
头大，产量也很高。一般土豆亩产8000
多斤，我们的亩产达1.5万斤。”提起质量
农业，冀张薯12号展台的工作人员深有
感触。

农交会是高质量农产品展示推介的
平台，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的
平台。本次农交会突出了农业贸易合作
与交流，共有来自 24 个国家和地区参
展，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采购商到
会采购。湖北省来凤县三丰时代农业公
司是一家淀粉加工企业，销售经理向东
在泰国展区看到一款面条新产品——把
昆虫蛋白打成粉加到面条里。他觉得这
款产品挺好，回去可以尝试把动物蛋白
加到公司生产的淀粉里，丰富产品品种。

近几年，大数据、物联网、电子商务

等现代元素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加快应
用。VR展示、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随
之应用在农业展会，成为新亮点。“我们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大数据更好地服
务农业。”湖南湘数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刘远方介绍，作为一家专注农机
领域的农业大数据公司，今年首次参加
农交会，第一天就接到了几笔订单。

寻着空气里飘来的阵阵香气，记者
来到了陕西汉中市长花农牧专业合作社
展台。陕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副主
任樊虎玲告诉记者，电饭煲里的是合作
社种植的大米，口感香糯，气味芳醇。两
年前，该中心对口帮扶汉中市镇巴县长
岭镇花园社区。他们发现，全县 193 个
村中只有 3 个村没有农民合作社，花园
社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村里建立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产品生产流程，
还建立了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大米成
为主打产品。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已由2012年的53.5%提高
到2017 年的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
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
达 95%。今年秋收，水稻机收率超过
85%，小麦机播率超过 90%，一批智能
化、精量化的新型机械投入农业生产。
目前，全国农民合作社达204.4万家，实
有入社农户1.18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
的 48.1%。全国平均每个村有 3 个农民
合作社，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组织
保障。

品牌农业：行销手段更优

湖南安化黑茶、陕西周至猕猴桃、山
西孝义核桃……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种优
质地理标志农产品得到了经销商青睐，
展台前人流络绎不绝，参展商忙碌不
停。总结其中的规律，会发现这些受热
捧的农产品都属于“品牌农业”。

贵州农垦的安顺瀑布茶、海南农垦

的母山咖啡、宁夏农垦的西夏王葡萄酒
……这些都是本届农交会农垦展团最新
评出的十佳品种农产品。21 个垦区、
170多家农垦企业、上千个名优产品组
成了中国农垦展团。“这是农业农村部
农垦局、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连续第
5年组织中国农垦展团集体参展。”中国
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法军说，近
年来各垦区立足资源禀赋，围绕特色优
势产业，大力推进规模化、专业化、标
准化生产进程，培育了一大批知名农垦
品牌。

在陕西展区，用苹果垒砌的大雁塔、
茯茶组成的方鼎、大苹果组合、奶山羊标
本等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观看和拍照。
此次农交会，陕西省组织十余个市县的
50余家优秀农业企业组团参展，展销苹
果、猕猴桃、羊乳、茶叶、红枣、食用菌等
200 多种陕西特色品牌农产品，集中展
示该省“3+X”特色产业发展成果。现场
试吃、讲述体验，改编歌曲推介、舞蹈展
示，生产者上阵宣讲……在品牌推荐活
动上，主办方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调动其购买品牌农产品的热情。

农交会组委会秘书长、农业农村部
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说，在去年“农
业品牌推进年”基础上，今年农业农村部
又实施了农业品牌提升行动，并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行业协
会、农业企业等热情高涨，推动区域公用
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新三品”协同
发展。目前，国家认定了62个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了13个全国性农产
品产地市场，洛川苹果、赣南脐橙、定西
马铃薯等强势品牌脱颖而出。

绿色农业：产地环境更好

未来生态农业什么样？在生态宜居
农村实景展区，舒适房子门前屋后繁花
相伴。水稻下，虾鱼嬉戏，稻田综合种养
成为新宠。“通过微缩实景，我们想诠释

农业未来的样子。”长沙市农委相关工作
人员说，未来农业将更注重生态循环、绿
色化。双低油菜、水稻绿色防控、综合种
养等，将不断从实验室进入寻常百姓
家。日前，长沙市农委推出了长沙智慧
农业平台，把涉农企业生产资料、生产规
模、销售规模等数据收集其中，该平台录
入的农产品都有独属“身份证”，市民可
追溯产品来源。

在现代农业装备展区，一台披着绿
色外衣，长4米、高2米的“大家伙”，
引来不少市民驻足围观。这是中联重科
推出的绿色植保机。机器启动后，双侧
各伸开5米左右的臂膀，臂膀上装载着
生物农药、水溶肥等。工作人员介绍，
植保机双翼展开后喷幅达 10 米。农民
每天最多能喷洒 30 亩地，这种新型植
保机每天至少可以喷洒500亩，还可以
被设定为无人驾驶模式，爬坡过坎去往
指定地点。

在江苏展区，水池中的四条大锦鲤
惹人喜爱。江苏徐州佳顺锦鲤养殖基地
负责人刘电说，这些锦鲤是从江苏搭乘
飞机来到长沙的。目前，徐州观赏鱼锦
鲤养殖户约有200家，产值接近3亿元，
成为一种生态休闲农业新模式。江苏盐
城银宝顺泰农场展台展示着土壤改良的
技术方案，该农场探索出了土壤改良路
线，让盐碱地里长出了绿色大米。工作
人员成洁告诉记者，盐田未经开垦，没有
化肥和农药残留，种出的大米富含硒等
微量元素，很受欢迎。

今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加快推进，
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面积达到 3000 万
亩。农业产地环境逐步改善，化肥农药
使用量继续下降。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基本完成，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超过
60%。种养结构进一步优化，供过于求
的玉米面积减少，供不应求的大豆面积
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明显增加，新认
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8000多
个，累计超过3.5万个。

支付宝“牵手”欧洲足球协会联盟——

国内移动支付拓展全球市场
本报记者 陈 静

在日前举行的“2018年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体系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巡视员
李力提出，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产业回收利用体系亟待建立，
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在一些关键共性技术上协力突破，他还
呼吁财政部门出台相应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回收利用的
发展。

“当前，社会高度关注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问题。”
据李力介绍，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截至今
年9月份累计产量已超过256万辆。与此同时，配套动力
蓄电池产销量也位居世界首位，总装配量已超过120GWh

（吉瓦时），预计到2020年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24GWh，
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给社会带来环境影响和安全隐患，也
会造成资源浪费。

业内专家认为，有通信信号的地方就有通信基站，因此
中国铁塔在规模化消纳、使用场景、队伍支撑等方面都具有
动力电池梯级利用的天然优势，是最适合开展动力电池梯
级利用的企业。

与铅酸蓄电池相比，梯次电池能量高、体积小、寿命长、
污染小，既能为电信企业提供更好的保障服务，又避免了传
统电池对环境的污染。

“预计到2020年，中国铁塔将消纳全国电动车的退役
动力电池。”中国铁塔副总经理高步文介绍说，2018 年开
始，中国铁塔在全国31个省级分公司全面推广动力电池梯
次利用，已停止采购铅酸电池，全部采用梯次动力电池予以
满足。截至目前，中国铁塔已使用梯次电池800Mwh（兆
瓦时），合计1万吨，在8万基站安装30万组电池，减少碳排
放8万余吨。实行梯次电池试点应用的基站运行近2年，
运行状况良好。

今年3月份，工信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新能
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
2020年，建立完善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探索形成动
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创新商业合作模式。

高步文透露，将建立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回收网络体系，
向整车企业提供全国性的回收服务，并积极配合各试点省
相关主管部门做好退役电池回收试点工作。

据李力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实施了全生命周期溯
源监管，组织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
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合,并印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构建了动力蓄电池产品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节点可控、责任可究的全生命周期溯源监
管机制。目前,已有313家国内动力蓄电池企业和5家国
外动力蓄电池企业代理商完成厂商代码申请和编码规则备
案,363家新能源汽车生产及进口企业、34家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企业、31家梯次利用企业、36家再生利用企业完成平
台注册。

向高科技智能化和生态化发展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体系亟待建立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毛钧谊

11 月 2 日，

参观者在国际展

区选购产品。

陈泽国摄

（新华社发）

“双11”前夕，欧足联与支付宝共同
宣布，双方达成为期 8 年的欧足联国家
队赛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这包括
2020年、2024年两届欧洲杯，四届欧洲
国家联赛决赛，以及其间全部的欧洲杯
预选赛和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合作等。

尽管并未透露具体的赞助金额，但
不难想象，支付宝为此付出了不少“血
本”，显示出中国移动支付厂商对全球化
的强烈渴望。

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第
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额首次突破 40
万亿元大关，环比增长6.99%，对于已经
进入“下半场”竞争的移动支付行业来
说，海外市场可谓一片“蓝海”。蚂蚁金

服董事长井贤栋坦言，“通过顶级赛事能
够更好地推广支付宝,让更多人感受中
国移动支付的魅力”。

实际上，近几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两大移动支付企业的身影已经频繁在海
外显现。支付宝曾宣布首批已有 40 个
海外景点和商圈能够实现“出境不用带
钱包”的目标；微信也宣布其支付跨境业
务已支持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合规接
入。不过，这些服务基本还是以满足中
国游客需求为主，并非直接面对海外本
地用户。支付宝虽然在包括印度、韩国、
巴基斯坦、菲律宾等 9 个国家和地区拥
有本地钱包“小伙伴”，但仍以提供底层
技术支持为主，还难以为海外本地用户

所知。
体育运动，被认为是移动支付国际

化推广的有效途径。支付百科首席评论
员寇向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2002年日
韩世界杯上，现代汽车斥资15亿欧元成
为官方赞助商，同年在美国的销量增长
高达 40%，品牌认知度从 32%一举跃升
到67%，“用户不熟悉的品牌和他们耳熟
能详的大品牌并肩赞助知名体育赛事，
是显示公司品质和实力的一条捷径”。

中国手机在印度“抢滩”同样采取了
这样的策略。vivo和OPPO先后重金赞
助了印度板球，OPPO以超过10亿元人
民币的赞助金额，成为印度国家板球队
官方赞助商，vivo 成为印度板球超级联

赛官方赞助商，出价则是此前赞助商的
4.5倍，出色的广告效果甚至让韩国三星
也开始效仿。不过，使用移动支付可不
像买汽车和手机那么简单，只涉及品牌
选择，它还取决于用户是否能建立全新
的支付习惯。

欧足联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透露，
与支付宝的合作是“如此特殊”，“因为我
们能就此探讨有关足球和数字化的未
来，这是一个比普通赞助更大的话题”。
井贤栋也表示，“支付宝将用最新科技，
为足球赛事带来更多数字化变革的机
遇，打造更加友好、互动的数字化体验”。

这或许意味着，在未来欧洲杯的赛
事运作乃至球迷权益发放上，欧足联将
拿出支付宝提供的新场景，从而促使海
外普通用户得以“尝鲜”中国的移动支
付。同时，支付宝的扫码支付、人脸识别
等技术手段，也能在这些新场景中得到
欧足联的支持和宣传。

显然，中国移动支付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化才刚刚启程，能否获得海外用户
的信任，抓住他们的心，将是海外市场开
拓之路能够走多远的关键。

体育运动，一直被认为是提高品牌知名度的有效途径。支付宝携手欧足联，

就是国内移动支付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一次尝试。借助足球运动的强大号召

力，国内先进的移动支付技术将向海外用户展现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