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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可预防可治疗
近日近日，，一项针对一项针对 1414 岁至岁至 3535 岁青年健康状况的岁青年健康状况的

调查报告显示调查报告显示，，近三成受访人具有抑郁风险近三成受访人具有抑郁风险，，近一成近一成
受访人有高抑郁风险受访人有高抑郁风险，，超半数受访者具有焦虑问超半数受访者具有焦虑问
题题。。那么那么，，抑郁症有哪些表现抑郁症有哪些表现？？是否可以预防和治是否可以预防和治
愈呢愈呢？？

问问：：抑郁症有哪些表现抑郁症有哪些表现？？哪些人容易患病哪些人容易患病？？
主持人主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

长陆林认为长陆林认为，，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绪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绪
低落低落，，抑郁悲观抑郁悲观，，患者思维联想速度缓慢患者思维联想速度缓慢，，反应迟钝反应迟钝，，
思路闭塞思路闭塞，，自觉自觉““脑子好像是生了锈的机器脑子好像是生了锈的机器””，，精神精精神精
力减退力减退、、总有疲乏感总有疲乏感、、不爱活动不爱活动、、浑身发懒浑身发懒、、走路缓走路缓
慢慢、、言语少等言语少等。。

易患病人群包括青少年易患病人群包括青少年、、老年人等老年人等，，还有社会压还有社会压
力大力大、、作息不规律的媒体人作息不规律的媒体人、、ITIT人士等人士等。。老年人由老年人由
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比如退休后离开工作岗位比如退休后离开工作岗位，，心心
灵失去寄托灵失去寄托；；家庭变故如配偶去世家庭变故如配偶去世；；自身疾病如患癌自身疾病如患癌
症症、、腿脚不便等腿脚不便等，，也容易患上抑郁症也容易患上抑郁症。。

问问：：应该如何治疗抑郁症应该如何治疗抑郁症？？
主持人主持人：：陆林表示陆林表示，，疾病的严重程度各有不同疾病的严重程度各有不同，，

抑郁症的治疗方案有很多抑郁症的治疗方案有很多。。如果是轻度抑郁如果是轻度抑郁，，没有给没有给
工作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工作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心理治疗甚至休息心理治疗甚至休息、、调节调节
生活规律生活规律、、减轻压力即可减轻压力即可。。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决问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决问
题题，，抑郁程度达到中度及以上抑郁程度达到中度及以上，，一定要采用药物治一定要采用药物治
疗疗。。对于重型抑郁症患者对于重型抑郁症患者，，已经不能控制甚至意欲自已经不能控制甚至意欲自
杀杀、、药物治疗无效的药物治疗无效的，，需要实行电休克治疗需要实行电休克治疗。。

问问：：抑郁症能彻底治愈吗抑郁症能彻底治愈吗？？
主持人主持人：：陆林认为陆林认为，，通过系统通过系统、、规范的治疗规范的治疗，，绝大绝大

部分抑郁症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生活部分抑郁症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抑郁症复发率抑郁症复发率
约为约为3535%%。。正如感冒一样正如感冒一样，，医生不能保证终身不复医生不能保证终身不复
发发，，可能以后碰到应激事件可能以后碰到应激事件，，甚至没有特殊生活事件甚至没有特殊生活事件
刺激刺激，，也有复发的可能也有复发的可能。。专业系统抗抑郁治疗是预专业系统抗抑郁治疗是预
防抑郁症复发的最有效手段防抑郁症复发的最有效手段，，抑郁症可预防抑郁症可预防、、可治可治
疗疗，，也可以康复也可以康复。。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吴佳佳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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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步入持续上涨通道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三星、苹果两大巨头烦心事不断——

国产手机加快追赶须攻坚
本报记者 陈 静

2018年我国芯片进口额为17592亿元，进口量达到3770亿

片。手机自研芯片的缺乏，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缺失

天下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安卓手机系统收费是迟早的事，

手机厂商应该提前准备，不要等到收费时才考虑成本问题

一季度投资消费出口表现抢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 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

● 进一步扩大消费，从供需两端发力，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

● 进一步推动降低进出口环节成本，促进进出口稳中提质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6.4%。从需求结构
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65.1%，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
12.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上升
至22.8%。

一季度，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均有抢眼表现，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巩固，投资在
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净出口
贡献率由上年同期的负拉动转为上升。
这也推动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
理区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
实现良好开局。

投资：

基建投资力度再加大

今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101871 亿元，同比增长 6.3%，
连续 6 个月回升，也创下了自去年 5 月
份以来的新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
示，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延续小幅回升势
头，投资内部结构优化，技术改造投资、
高技术产业投资、社会领域投资、一些短
板领域投资都持续较快增长，这为未来
的发展增添了后劲。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
升，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经济学家徐洪才说，要保持经济平
稳增长,稳投资仍然是关键性因素。今
年以来，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我国继续实
行稳健货币政策，总体上松紧适度。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财政政策需
要加力增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今
年前两个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
7821.38 亿元，同比增长 2639%。在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健发力的作用下，
地方基建投资有所回升，对经济增长发
挥了关键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合理扩大
有效投资，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实施
一批重点项目。一季度，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已经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50个，总投资3703亿元。可以预见，
进入二季度，相关投资项目将陆续开工，
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
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也有望进
一步加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学智表示，随着基建补短板领域投资
力度加大，二季度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实
施，基建投资增长有望继续提速。不过，
在严控债务杠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情况下，资金来源问题仍将制约基建
投资回升力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达表
示，有关部门将抓紧下达剩余投资计划，
督促各地加快投资计划执行。同时，围

绕“精准”“高效”“防范风险”，切实加强中央
预算内投资管理，充分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
资的引导带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开
发投资超预期增长 11.8%，比去年超预期
上升了 2.3 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固定资产
投资的重要力量。

徐洪才表示，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
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
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这充分表
明，中央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基调没有
变，房地产投资继续大幅回升的概率不大。

消费：

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8.3%，增速比前两个月加快0.1个
百分点。其中，3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8.7%，增速有所加快。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蔺涛表
示，我国消费品市场总体平稳，消费结构持
续优化升级，消费方式不断创新发展，消费
领域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居民消费潜
力进一步释放，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第一
驱动力。

刘学智分析说，随着促进开放、增加进
口、提高消费者福利的政策密集出台并不
断释放政策红利，下调和取消部分消费品
进口关税，对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

徐洪才认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速略有回升，与房地产回暖有一定关
系。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额27039亿
元，增长5.6%，增速比前两个月加快2.8个
百分点。由于住房消费有着很强的带动作
用，随着住房消费回升，在一定程度上带动
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回升。

在徐洪才看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回升，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加快有
关。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849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7%，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老百姓口袋
鼓了，才会有消费的意愿和能力。

蔺涛表示，随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减
税降费及促消费政策逐步显效，居民消费
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消费领域新动能不断
累积，消费转型升级态势将会延续，消费市
场总体上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要继续保持消费平稳增长势头，关键
要继续保持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让老百姓
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其消费能力。但要让
老百姓增收，最为关键的还是要稳定就
业。”徐洪才说。

刘学智建议，要进一步扩大消费，应
从供需两端发力，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
费细分市场，加大在新兴消费和高品质
消费领域的投资力度，全面营造良好消
费环境，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引导形
成合理消费预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外贸：

确保进出口稳中提质

今 年 一 季 度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70051 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比前
两个月加快3.0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保持平稳增长，一方面
得益于今年以来国内经济延续了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加之国家陆续
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效应的
释放，为外贸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进出口价格水平温和提升，以
及人民币汇率保持总体平稳，也进一步
拉动了外贸增长。

徐洪才认为，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有
所扩大，但这是短期现象。未来几年，外
贸顺差持续减少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
不过，一季度外贸结构明显优化，这对于
未来外贸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
多，特别是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贸易组
织也下调了2019年国际贸易增速，我国

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严峻复杂的。
刘学智表示，一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起到了正向拉动作用，达到22.8%，去年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0.6%。中美贸
易摩擦有望缓解，有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
增长。不过，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可能
减弱，未来贸易顺差面临收缩压力，二季度
之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
有所减弱，但有望保持正向拉动，好于
去年。

徐洪才建议，当前仍然要以稳定国内
需求为重点，同时加快促进外贸方式转
变，通过产品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提
升外贸竞争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
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扩大外资
市场准入，落实国民待遇，吸引外资流向
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流向新经济、新动
能等领域。

专家还建议，当前应认真落实中央“六
稳”决策部署，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开
展新一轮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巩固
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的成效，进一步推
动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精简进出口
环节监管证件，提效降费增强企业获得感，
确保进出口稳中提质。

最近，两大手机巨头三星与苹果各有
烦心事。多名试用用户反映三星折叠屏
手机存在屏幕隆起、黑屏、闪屏等一系列
严重质量问题，三星日前临时取消了全球
首款折叠屏手机发布会。同时，近日即将
公布第二财季财报的苹果，尽管在此前已
预测其营收为550亿美元至590亿美元，
低于去年同期的611亿美元，但多家分析
机构表示，本财季苹果手机出货量仍将低
于预期。

不少人认为，这是国产手机乘胜追击
的好机会。但是，国产手机要想有所作
为，必须先迈过三道坎。

首先，芯片技术亟待突破。当前，国
产手机芯片技术依然严重依赖联发科、展
讯和高通等国外厂商。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芯片进口额达17592亿元，进口量
达到3770亿片。自研芯片的缺乏，意味
着核心竞争力缺失。尽管华为海思作为
自研芯片企业“一枝独秀”，但多款国产手
机产品依然在大量使用高通芯片，同时麒
麟系列手机芯片也尚未应用于除华为之
外的手机产品。小米手机虽然投入巨资

研发澎湃系列芯片，但除了搭载澎湃 S1
的小米5C之外，尚无第二款搭载自家手
机芯片的产品面世。

其次，研发独立的操作系统。国内智
能手机厂商100%使用安卓系统。此前，
三星曾经自主研发过自己的手机操作系
统 Tizen，希望替换安卓系统，但最终因
销量低迷不了了之。实际上，操作系统就
像土壤，不同的手机应用就像生长在土壤
中的植物，国产手机要想真正壮大，就需
要找到适合自身生长的“土壤”。

从一系列市场传言来看，安卓系统
收费正在提上日程。在欧洲，尽管安卓
操作系统本身依然免费，但手机厂商预
装包括谷歌地图等应用已需支付费用。
今年年初，安卓官方曾表示在2019年第
三季度向包括华为、小米等多家中国制
造商收费，尽管这一消息后来被删除，但
至少也说明安卓收费并非没有依据。
360董事长周鸿祎则表示：“天下没有永
远免费的午餐，安卓手机系统收费是迟
早的事，手机厂商应该提前准备，不要等

到收费时才考虑成本问题。”
再次，提高利润水平。知名市场调研

机构数据显示，2018年苹果获得了全球手
机市场 73％的利润，三星分得 13%，中国
手机品牌尽管综合利润率提升了24％，但
整体仅拿下13％的市场利润。

中国手机利润率偏低，与此前产品在
手机售价400美元以上的高端市场份额偏
低直接相关，不过中国厂商也正在奋起直
追，消费者的一个明显感受是，国产手机旗
舰机定价正在“变贵”。从全球数据来看，
售价400美元以上的高端智能手机，苹果
占51%，三星占22%，排名第三位到第五位
的都是国产手机，分别是10%的华为，6%
的OPPO和2%的一加。

需要指出的是，售卖手机产品只是利
润的一方面，苹果此前财报显示，iPhone
销售额下滑15%，但苹果整体利润只微降
0.5%，这是因为包括iTunes、苹果应用商
店、支付服务等业务增长高达19%。对于
国产手机厂商们来说，虽然曾经言必称“生
态”，但由于安卓系统的开放性，其服务产
生的利润仍然不高。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4月26日全国农产品批
发市场每公斤猪肉平均价格为20.40元，比4月17日有
所上涨。

“受4月份冻猪肉出库及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加速
出栏等因素影响，猪价曾出现一波回调，后来又重回升
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对
经济日报记者说。

朱增勇认为，前不久海南省儋州市和万宁市等地发
生非洲猪瘟疫情，南方销区养殖户和规模养殖场看涨信
心普遍不足，生猪出栏的积极性提升，供应出现阶段性
增多。此外，冻猪肉部分库存近期陆续出库，但终端消
费依旧疲软，猪肉产品订单下降，屠宰企业大多降价销
售。虽然生猪和猪肉价格此前有所回落，但仔猪价格涨
势并未中断。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全国仔猪价格
连续11周上涨，累计上涨70.1%。这说明两个问题：一
是能繁母猪下降导致仔猪供给量不足，二是养殖补栏积
极性开始回升。

对于今年以来猪价整体上涨的原因，朱增勇认为根
本原因在生猪供给下降。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全国生猪存栏为 37525 万头，是 1992 年以来最
低水平；规模以上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累计为 5582.61
万头，同比下降 6.25%。1 月份屠宰量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6.3%，但2月份同比大幅下降26.1%，3月份同
比下跌 3.2%，这说明生猪供给基本面下降，猪价 2 月份
的反弹主要是受供给不足影响。从4月份开始，部分冻
猪肉出库以及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加速出栏，导致全
国猪价出现一波回调。回调较明显的地区为浙江、辽
宁、福建、江西、河南、湖北、广东和广西。

业内专家认为，生猪和猪肉价格将会持续步入上涨
通道，依据是后期随着库存量下降、生猪供给进一步下
降和消费需求增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同比减幅从2018年10月份5.9%扩大至2019
年 3 月份的 21%，产能下降局面预计将持续到 2019 年
二季度。

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流通性明显下降，部分省份
生猪供给将会出现阶段性明显下降和供给偏紧，从而
带动猪价下半年持续上涨。国庆前库存冻肉将会出
库，国庆后供给将会明显下降，猪肉进口预期将会显著
增加，同时消费进入旺季，将会带动猪价在元旦、春节
创新高，预计高点在每公斤22元左右。

“2019 年下半年猪价属于上涨周期，2020 年上半
年将会达到本轮上升周期的高点。”朱增勇如是说。
对广大养猪户而言，好消息是猪价将会在未来 3 年保
持较高水平。考虑到 2019 年猪肉进口增加及猪肉消
费一定程度受到影响，预计生猪价格周期高点在每公
斤 24 元左右。在价格刺激下，尤其在 6 月份以后，三
元杂母猪补栏将会增加，有利于 2020 年下半年产能恢
复，但受母猪存栏下降、环保政策、疫情风险等因素影
响，产能恢复速度将较为缓慢。2020 年下半年生猪价
格将由高位逐步回落，预计将会在 2021 年后进入新一
轮价格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