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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向北渐次展开，田野里开始忙起来——

“ 三 稳 三 新 ”看 春 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当前，春耕大忙已由南向北渐次展开。从农资供应到机具检修，从科技示范到农民培训，各地春耕

备耕部署早，田野里日渐忙起来。今年要把稳住粮食生产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坚持“稳字当

头”，着力稳面积、稳政策、稳产量，努力推动结构调整有新进展、质量兴农有新提升、效益优先有新突

破——

人人车遭遇“破产”传闻，亏损进一步扩大——

二手车电商“烧钱”热度减退
本报记者 陈 静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7省平均降水1961年来同期最多

南方将持续多雨天气
本报记者 郭静原

电信诈骗防不胜防电信诈骗防不胜防，，不少网友都曾被骗过不少网友都曾被骗过。。公安部公安部
门在加大破案打击力度的同时门在加大破案打击力度的同时，，近日发布了常见诈骗案近日发布了常见诈骗案
例例。。本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具体解答常见问题本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具体解答常见问题。。

问问：：生活中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有哪些生活中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有哪些？？
主持人主持人：：生活中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有生活中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有：：仿冒身份仿冒身份

欺诈欺诈，，就是通过冒充伪装成领导就是通过冒充伪装成领导、、亲友亲友、、机构单位等身份机构单位等身份
实行欺诈实行欺诈；；购物类欺诈购物类欺诈，，就是通过以各种虚假优惠信息就是通过以各种虚假优惠信息、、
客服退款客服退款、、虚假网店实施欺诈虚假网店实施欺诈；；利诱类欺诈利诱类欺诈，，就是以各种就是以各种
诱惑性的中奖信息诱惑性的中奖信息、、奖励奖励、、高额薪资吸引用户实行诈骗高额薪资吸引用户实行诈骗；；
虚构险情欺诈虚构险情欺诈，，就是通过捏造各种意外不测就是通过捏造各种意外不测、、让用户惊让用户惊
吓不安的消息实施欺诈吓不安的消息实施欺诈；；日常生活消费类欺诈日常生活消费类欺诈，，就是针就是针
对日常生活各种缴费对日常生活各种缴费、、消费实施欺诈骗局消费实施欺诈骗局；；钓鱼钓鱼、、木马病木马病
毒类欺诈毒类欺诈，，就是通过伪装成银行就是通过伪装成银行、、电子商务等网站窃取电子商务等网站窃取
用户账号密码等隐私的骗局用户账号密码等隐私的骗局，，等等等等。。

问问：：网购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网购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
乘之机乘之机，，网购时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网购时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主持人主持人：：一些不法分子假冒成正规微商一些不法分子假冒成正规微商，，以优惠以优惠、、打打
折折、、海外代购等为诱饵海外代购等为诱饵，，待买家付款后待买家付款后，，又以又以““商品被海商品被海
关扣下关扣下，，要加缴关税要加缴关税””等为由要求加付款项实施诈骗等为由要求加付款项实施诈骗。。

此外此外，，不法分子还会冒充淘宝等公司客服不法分子还会冒充淘宝等公司客服，，拨打电话拨打电话
或者发送短信或者发送短信，，谎称受害人拍下的货品缺货谎称受害人拍下的货品缺货，，需要退款需要退款，，
引诱买家提供银行卡号引诱买家提供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密码等信息，，实施诈骗实施诈骗。。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开设虚假购物网站或网店还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开设虚假购物网站或网店，，
在事主下单后便称系统故障需重新激活在事主下单后便称系统故障需重新激活。。后通过后通过QQQQ
发送虚假激活网址发送虚假激活网址，，让受害人填写个人信息让受害人填写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实施诈骗。。

不法分子发布二手车不法分子发布二手车、、二手电脑二手电脑、、海关没收的物品海关没收的物品
等转让信息等转让信息，，事主与其联系事主与其联系，，以缴纳定金以缴纳定金、、交易税手续费交易税手续费
等方式骗取钱财等方式骗取钱财。。

问问：：生活中有很多诈骗活动是通过电话实施的生活中有很多诈骗活动是通过电话实施的，，对对
于电话诈骗应该如何防范于电话诈骗应该如何防范？？

主持人主持人：：如果电话欠费如果电话欠费，，电信公司会发送欠费催款电信公司会发送欠费催款
单单，，而且通常是在月底和月初由电脑语言提示而且通常是在月底和月初由电脑语言提示““电话欠电话欠
款款””，，并非人工直接转接并非人工直接转接。。公安局总机号码公安局总机号码、、检察院总机检察院总机
号码都是虚拟的电话号码号码都是虚拟的电话号码。。实际上实际上，，这些总机电话只能这些总机电话只能
接听不能外拨接听不能外拨，，如接到类似电话即可认定是诈骗如接到类似电话即可认定是诈骗。。

另外另外，，千万不可相信所谓的购车退税千万不可相信所谓的购车退税、、购房退费等购房退费等
谎言谎言，，如果真有退税政策出台如果真有退税政策出台，，税务部门会通过媒体发税务部门会通过媒体发
布权威信息布权威信息，，不会以电话形式通知不会以电话形式通知。。

银联客服中心告知你信用卡透支等情况时银联客服中心告知你信用卡透支等情况时，，可要求可要求
对方说出你的姓名对方说出你的姓名、、住址住址、、信用卡账号等资料加以核信用卡账号等资料加以核
实实。。如果你对账户消费有疑问如果你对账户消费有疑问，，可向银行查询可向银行查询，，各银行各银行
都设有都设有2424小时固定客服热线小时固定客服热线。。

公安机关提示公安机关提示，，接到陌生电话时接到陌生电话时，，注意核实对方真注意核实对方真
实身份实身份，，不可轻易汇款不可轻易汇款。。同时同时，，要与相对人或朋友核实要与相对人或朋友核实
信息真伪信息真伪。。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姜天骄姜天骄））

防电信诈骗，试试这些招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
晴。当前，春耕大忙已由南向北渐次展
开。从农资供应到机具检修，从科技示
范到农民培训，各地春耕备耕部署早，田
野里日渐忙起来。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
显示，目前全国玉米、水稻、大豆种子供
应量在70亿斤左右，耕、种、防各类农机
准备充足，能够满足生产需求。

“我国粮食生产站稳在一个新台阶，
但出现滑坡的风险仍然存在。”中央农办
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要把稳
住粮食生产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头
等大事，坚持“稳字当头”，着力稳面积、
稳政策、稳产量。在此基础上，努力推动
结构调整有新进展、质量兴农有新提升、
效益优先有新突破。

稳面积

春播结构调整

春播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头、占全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近 50%，也是安排作
物茬口、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节点。
2018年，全国调减非优势区水稻800多
万亩、玉米400多万亩，粮改饲面积达到
1430万亩。韩长赋说，今年种植结构调
整的重点是巩固玉米调整成果，适当调
减低质低效区水稻和小麦面积，扩大大
豆和油料生产。

内蒙古农牧厅厅长孙振云透露，当
地正有保有压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在乌
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不适宜
种植玉米的冷凉干旱区，以扩种马铃薯
为重点压减玉米，力争全区马铃薯种植
面积稳定在600万亩以上；在以通辽市、
赤峰市为主的玉米优势区，坚持为养而
种、种养结合，积极推进“粮改饲”试点，
配合发展肉牛产业，压减籽粒玉米，增加
青贮玉米面积200万亩以上。

“山东在73个县整建制推进粮油绿
色高质高效行动，重点发展适应市场需
求的优质强筋小麦、高蛋白大豆、高油
酸花生、特色杂粮杂豆和优质饲草
料。”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表
示，目标是减少低质低效的作物品种，
力争全省优质强筋小麦面积比上年增加
50 万亩，优质高蛋白大豆面积增加 50
万 亩 ， 优 质 饲 草 料 面 积 扩 大 到 260
万亩。

结构调整是个市场过程，是否调得
动市场说了算，既不能靠行政命令，也不
能只靠农民。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
时云说，今年全省水稻面积稳定在3200
万亩左右，为了调优结构，创新推广了一
批稻田综合种养、水稻+等绿色高效多元
复合生产模式。当地加快选育推广符合
消费升级需求的绿色优质新品种，力争
全年优良食味水稻品种面积达 1100 万
亩。通过发力产销订单化，建设 50 个

“味稻小镇”和150万亩优质稻米产业化
示范基地。

稳政策

算好种粮效益账

连日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罗坊
镇的田间地头，呈现春耕备耕的繁忙景
象。农民们忙着用翻耕机整田，为春耕
生产做好准备。截至目前，罗坊镇共整
地 1 万余亩。距此 10 多公里的珠珊镇
石山村，种植大户张小高忙着购买种子、
化肥。渝水区农业局党委书记周发根
说，为保障春耕，该区加强农资调配，已
备好优质杂交种子570吨、优质常规稻
种 85 吨、秧盘 850 万片，化肥 1.8 万吨，
检修农机5200台次，机耕作业水平将达
到98%以上。

春耕备耕阶段，记者走访了几个主
产区，详细了解当前的效益账。去年下
半年以来，除玉米价格上涨外，稻谷、小
麦、大豆等农产品价格有所下跌，同时化
肥、柴油等农资价格又在上涨，种粮比较
效益持续走低，现在一些农民不愿意种
粮。云南省的一些新型农业主体向记者
反映，存在土地流转价位高、租地难，设
施农用地监管严、备案难等问题。此外，
粮食连续多年丰收，一些地方盲目乐观，
放松粮食生产的倾向有所抬头。

在正视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今年
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韩长赋认
为，与往年相比，今年支持粮食和农业发
展的政策公布得更早、下拨得更快，政策
环境更加有利。国家继续实施小麦、稻
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
者补贴政策，进一步拉大补贴差距，强化
农业信贷、保险等支持政策，让种粮农民
吃上了“定心丸”。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对
已经明确的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政策，以
及已提前预拨的支持农业生产的资金、
项目，正加强与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对
接，及早落实到位。

为提高种粮规模效益，陕西省推行
“户办场、场入社”经营模式，鼓励支持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采取股份合作、土
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文引学
说，通过多种形式，把小农户带入大市
场，已实施订单生产450万亩。在此基
础上，探索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引导加工
企业与新型经营主体签订购销合同，推
行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积极发展农旅结
合、农事体验、文化传承等新业态，提高
粮食生产综合效益。

稳产量

夏粮春管不放松

夺取夏季粮油丰收是全年农业生产
的第一仗，小麦是夏粮的主体。当前，西
南麦区已进入拔节期，江淮麦区开始起
身，黄淮和华北麦区即将返青，正是加强
田管、促进苗情转化升级的关键阶段。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司长潘文博说，从
现在到夏收，还有 100 天，春季田管是
当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任务。

据农情专家分析，从生产基础看，
冬小麦种植面积已连续两年下降，今年
又减少了 400 万亩左右。冬小麦苗情
总体好于上年，但长势不均衡、苗情复
杂，部分田块长势偏旺，部分田块病虫
草害可能偏重发生。从气象条件看，受
厄尔尼诺影响，今年气象年景总体偏
差，极端天气发生几率增大，局部地区
可能出现“倒春寒”、冬春连旱，农业灾
害风险较大。

山东是我国小麦第二大主产省。
“据农情调度，预计今年山东省小麦播
种面积保持在 6000 万亩以上，与去年
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冬前苗情总体较
好，是近年来苗情最好的年份之一，但
也存在旺苗面积大、遭受干旱、低温冻
害、病虫草害等问题。”李希信说，已有
针对性地制定全省小麦春季田间管理
技术意见，加强麦田分类管理，强化技
术指导服务，有效应对各类灾害，促进
苗情转化升级。

“去冬今春，小麦主产区温度偏低，

病虫越冬基数少，但随着天气转暖，病虫
害可能加快扩散蔓延。小麦三月怕旱、
四月怕寒。春季气温波动大、雨量变化
也大，对小麦正常生长是个考验。”潘文
博说，各地要及早做好防控准备。加强
监测预警，密切关注病虫发生动态，及时
发布病虫情况信息。要推进统防统治，
依托植保服务队、农机合作社等服务组
织，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和先进施药技术，
提高防治效果。要把防旱防寒作为田管
重点，对出现旱情的地块，适时浇水，对
长势偏旺的地块，采取多种措施，抑制过
快生长，降低“倒春寒”可能造成的损失。

还记得那个“14 天内想退就退，靠
谱”的人人车广告吗？这家二手车电商
平台近日遭遇了一场“破产”传闻。

先是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称“人人
车经理以下全部辞退”，接着又有爆料称

“人人车破产，员工离职”。
对此，人人车方面迅速回应：“人

人车目前一切业务运转正常。对于恶
意制造人人车谣言的行为，人人车已
搜集好证据，并向公安机关及相关部
门报案。”

不过，人人车也并非毫无变化，人人
车方面表示，将从地方经营模式升级为合
伙人模式。人人车创始人兼CEO李健发
布员工内部信表示：“将成立8000万元专
项扶持基金，对合伙人实行资金赋能，定
向帮助合伙人开展保卖等业务；落地新零
售门店，为合伙人提供场地、检测、定价、
整备、金融、售后等一条龙服务；加大品牌
广告投放，构建从交易到维修保养、保险、
延保等全方位生态。”

然而，有媒体消息称，所谓合伙人
制度，其实就是合伙人向公司买销售线
索，根据线索联系车主，收入归自己所

有，4 万元可以买 250 条线索。无论员
工是否选择成为合伙人，都要先从人人
车离职。

市场研究机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曹磊认为，二手车电商此前凭借
线上平台轻资产化，用“互联网速度”快
速成长，但因“烧钱”亏损严重。当前，二
手车平台竞争依然激烈，一旦遭遇资本
寒冬，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作出调整也很
正常。

“烧钱造声势”的二手车电商行业确
实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率先上市的优信
被认为是二手车电商行业的“风向标”。
其最新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
示，当季亏损进一步扩大，非公认会计原
则调整后的净亏损为5.17亿元，上年同
期为3.94亿元。

优信集团 CFO 曾真也表示：“优信
销售和营销支出占总收入比例下降到
87.5%，上年同期为 100.4%,2018 年第
二季度为 91.6%。”这也意味着，在盈利
尚远的“赛道”上，二手车电商的“烧钱”
步伐正在放缓。

此外，二手车电商也在选择新的“造

血模式”，毕竟从二手车销售的整体市场
空间来看，二手车电商依然值得期待。
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表
示，我国二手车市场尚有巨大成长空
间。与美国二手车占据汽车销量 70%
份额的数字相比，我国二手车销量仅占
比30%。

来自优信财报数据显示，去年第三
季度，其面向消费者的贷款收入达到
4.74亿元，同比增长96.4%，在总收入中
的占比达到 54.9%，消费金融成为优信
主打的商业逻辑。

瓜子二手车则选择线下与线上深
度融合的新零售作为转型方向。春节
前，包括江苏淮安、山东济南、广西
柳州等多地瓜子二手车线下严选直卖
店相继开业。瓜子二手车母公司车好
多集团 COO 雷雁群表示：“瓜子二手
车经营模式重心正在向线上信息获
取、线下交易服务的门店方向倾斜，
以此把直卖模式带到新零售阶段。”他
还透露说，瓜子近期将在全国开设 60
多家线下店，未来规划将直卖店推广
到全国100多座城市。徐骏作（新华社发）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前段时间我国南方出现罕见
持续性阴雨寡照天气，江淮南部、江南及贵州大部、广西北
部、福建北部等地降水天数普遍有40天至55天，较常年和
上年同期偏多10天至15天；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浙江、
安徽、江苏等7省平均降水天数均为1961年来同期最多。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宋迎波分析说，这是由于去年
9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进入厄尔尼诺
状态，有利于冬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偏西且稳定维
持，加上南支槽阶段性活跃，引导了大量低纬度水汽向我国
南方地区输送；入冬以来冷空气活动多，且势力较强，冷暖
空气频繁在南方地区交汇，因而导致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罕
见的持续阴雨寡照天气。

此次连阴雨持续时间长、日照时数显著偏少并伴随阶
段性低温，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人体健康等产生了一定
影响，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首先，江淮、江汉、江南
大部农田土壤过湿，部分低洼田块出现湿渍害，导致油菜、
蔬菜根系呼吸受阻、生长缓慢、发育期推迟、长势偏弱。

其次，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导致设施大棚内光照严重不
足，设施大棚内外积水增加，棚内湿度偏高，寡照高湿的环
境导致病害滋生，阻碍作物生长，对果蔬产量和品质影响
较大。

雨天较多，道路湿滑，对交通运输容易产生不利影响，
影响公众出游，许多露天作业都无法开展，耽误工程进度；
阴雨连绵，空气潮湿，有利于病菌生长、繁殖，人体舒适度降
低，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情易加重或恶化，流
感以及心肌梗死、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多发。

气象部门预计，2月下旬，江淮、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
东部仍将多阴雨天气，大部地区降水天数有6天至9天，累
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至3倍；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低1℃至3℃。主要降水时段在2月21日至2月24日、2月
26日至2月28日。3月上旬，南方地区仍多阴雨天气，大部
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其对农业的
不利影响可能会持续加重，需加强关注。

雨一直下，连阴雨天气该如何应对？专家提醒，农户需
及时清沟排渍，油菜田块在天气转好时视苗情追肥，促进恢
复生长；设施农业注意除湿保温，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加热
或补光增温措施，促进蔬菜、水果生长；做好菌核病、灰霉病
等病害防治工作；江南南部地区需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和局
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