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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疫情防控发布会介绍全省春耕生产情况

全省春季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本报武汉 3 月 22 日电 记者常理 董庆森
报道：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2 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春耕生产情况。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肖伏清表示，当前，湖
北农村疫情存在反复的风险。下一步，要突出做
好农村疫情防控工作，防控警惕性不能降低。一
方面，要守住农村疫情重要防线，防止出现带病下
乡、带病回城情况；另一方面，实施分区分级差异
化精准防控，推进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和企业复工

复产，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肖伏清说，当前，湖北省春季农业生产有序推
进，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季农业生产。一是加
强宣传发动，召开视频会、推进会，对农业生产进
行部署。二是加强农情调度，保障春耕生产，将全
省早稻面积调整到 150 万亩，中稻 3000 万亩。加
强种子、化肥、农药的生产调度和储备。目前，湖北
省物资储备总体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三是加强技
术指导，加强春季田间管理。全省 1625 万亩小麦、
1549 万亩油菜长势较好。

“就业共享”助我复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酒店厨师 邵百顺
春节前咋能想到，我居然跨界“客串”了
一把超市分拣员。
我们干厨师的，
春节本来是营业高峰。春
节前，
大伙儿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然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很无奈，
不得不停工了。
在家这些日子只能刷手机，以前觉得刷
手机挺有意思，现在刷得是一天比一天焦
虑——一家人都在家闲着，吃穿用哪一样不
是开销？我一个正经厨子没了用武之地，朋
友圈里却一下冒出来几十个“隐形”的厨子，
天天展示厨艺。

有一天，
就在我跟之前一样刷手机时，
发
现一条关于“蓝海就业共享平台”的信息。信
息显示，
平台正在开展
“共享员工”
业务，
介绍
没有复工的人员可暂时先去人手紧缺的单位
打工。当天我就报了名。后来，
经过体检、
健康
申报、
防护培训，
顺利在家乐福超市当上了一
名分拣员。大家在家下单，
我就在超市里帮大
家拣货，
然后交给外卖骑手。
干了几天我发现，这活儿跟我干厨师看
起来不一样，
其实也一样——以前照单炒菜，
现在照单拣货。但运动量还是有点儿区别，

局长杜岩说，各地始终保持对假劣农资犯罪严
打高压态势，聚焦春耕急需必备物资，依法严厉
打击套牌生产、侵权假冒、非法添加等典型农资
犯 罪 行 为 ，确 保 农 民 用 上 放 心 种 、放 心 药 、放
心肥。
“交通运输部统筹调度铁路、公路、水路、航
空、邮政等各种运输方式，加强春季农业生产物资
运输需求对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
绣春说，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期
间免收车辆通行费等政策，将春季农业生产物资
和农机具转运纳入应急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由承
运运输企业自行直接打印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
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确保春季农业
生产物资和农机具运输车辆不停车、不检查、不收
费，
优先通行。

湖北省如何做好春耕农资保障？湖北省供销
合作总社主任曹松表示，一是做好“产”的工作。
受疫情影响，湖北省内化肥生产企业开工比以往
晚一个月左右。随着疫情逐步缓解，各地生产企
业正在加快复工复产，化肥产能正进一步释放。
二是做好“供”的工作。当前，湖北省农资供应基
本稳定。三是做好“价”的工作。当前，省内主要
农资品种价格保持基本稳定。
“总体来说，湖北省春耕农资供应基本稳定，
能够保证市场供应。”曹松说，湖北省供销社系统
积极应对。一是做好人员准备，省市县 3 级供销系
统成立农资供应专班。二是做好资金上的准备，
用好国家金融扶持政策，争取信贷支持。三是做
好市场的准备，组织系统干部下沉一线，摸清春耕
备耕农资供应情况。

自打来了超市，我就稳居朋友圈步数排行榜
第一名，每天 2 万步起。刚开始，找不着货，
不免走些
“冤枉路”
；现在，
脚比脑子还快——
不用想就知道货在哪儿。以后跟我媳妇一块
儿逛超市，
我肯定比她熟。
每天，
我要分拣30多个订单，
一单大概几十
件商品。我粗算了一下，
每天我要从两三万件
商品里拣出几百件交给骑手。每天能帮上30多
个家庭解决日常生活的难题，
还真挺有意义。
天天拣货，我还发现一件事儿挺逗——
就算有疫情，东北人在家也不忘“撸串儿”。
除了米面粮油，超市卖得最火的就是烧烤肉
串、
烧烤调料。
最近几天我看新闻，
疫情快过去了，
我也
很快能回酒店干我的厨师本行了。我准备回
去提个建议，
让我们酒店也开个外卖窗口，
搭
上
“数字生活”
的快车，
生意一定能更火爆。
（本报记者 陈果静整理）

抢抓农时
采茶忙
3 月 22 日，茶农在湖北省襄阳
市保康县城关镇罗仕沟村茶园采摘
“明前茶”。目前，保康县 15 万多亩
茶叶进入采摘“黄金季”，保康县各
地茶农抢抓农时，采摘
“明前茶”
，
供
应市场。保康县产出的茶叶品质优
良，茶叶产业成为该县农民增收致
富的支柱产业。
陈泉霖摄（中经视觉）

黄石：
瞄准产业链 按下“快进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 洁 常

理

3 月 19 日，湖北黄石各县（市、区）46 个重点
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将企业复工审批权下放
项 目 集 中 开 工 。13 家 网 络 平 台 同 步 直 播“ 云 招
到县市区，
按下复工复产
“快进键”
。
商”，25 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 117.2 亿元。黄石
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里，一根根黑
市市长吴锦介绍，疫情期间，黄石 66 家大中型企
色铸管整齐码放，工人们忙着将铸管吊装进火车
业持续生产。3 月 13 日，全市工业企业全面复工，
车厢。
“ 改用铁路运输，每天可发货 600 吨。”公司
黄石将在税收、金融、用地、用能等方面给企业最
生产设备部部长刘润贵说。上达公司开足马力生
大便利。
产医疗器械所需柔性电路板，
“产品主要用在测温
企业复工复产需要产业链协同。
2 月底以来，
黄
枪上，目前公司 490 人全力生产，日产能达到 8 万
石市经信局不断收到外地发来的复工协商函。
华为
片。”公司总经理魏钢介绍。截至 3 月 15 日，黄石
全球产业链需要黄石赫得纳米、沪士电子生产的配
432 家产业链企业全线复工。
套元器件，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需要黄石赛福斯提供
从生产车间到项目工地，从货运场站到招商
的摩擦材料，
鄂州电厂需要大冶月鑫钙业的石灰石
现场，企业负责人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快”。
粉，
武汉光迅需要黄石晨信光电的光纤元器件…… “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封顶，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宏
为保障企业如期完成订单交付，3 月 13 日，黄石市
和电子副总经理孙小虎表示，疫情虽然耽误了一

些时间，但公司上下拼着一股劲，争取按原计划 6
月竣工投产。
作为全国第三大 PCB（印刷电路板）产业聚集
区，
近两年，
宏和电子、
台光电子等 PCB 供货商先后
落户黄石，
形成独具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为进
一步完善电子信息产业链，
黄石引进东火智能、
进化
动力等项目，瞄准智能手机滤波器、机器视觉等产
业，
边建设边审批，
今年年内一期工程将竣工投产。
黄石充分发挥以商招商优势，产业链正加快
聚集。在项目开工阳新县分会场，
“ 金门创谷”项
目总经理胡雄剑表示，来此创业主要是看好当地
基础设施完善、鞋服类轻工制造业基础良好等优
势。截至 3 月 21 日，黄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658 家，
复工率达 90.4%；
员工返岗率达 78.3%。

云南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劳动力复工就业
——

农药是防控病虫不可或缺的农资。谢焱介
绍，全国 1559 家农药企业复工复产率达 83%，25
万家农药门店复工率达 91%，接近常年水平。农
业农村部优化推荐草地贪夜蛾用药 28 种，其库存
量能够满足 6 亿亩同类型害虫的防治需要。
为让农民用上放心农资，农业农村部在全国
范围内启动农资打假“春雷”行动，要查处一批违
法案件、处罚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端掉一批制假售
假的黑窝点、曝光一批典型的制假售假案例。黄
修柱说，在产品上，重点锁定种子、农药、肥料、兽
药、饲料、农机等 6 类产品，主要查处非法添加、含
量不足、侵权假冒等问题。
“ 连 日 来 ，各 级 公 安 机 关 周 密 组 织、迅 速 行
动，相继侦办了一批农资犯罪案件，取得了初步
战果。”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巡视员、副

曹 松 通讯员 师云波

农资供应已达到常年水平

连日来，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高大乡的云南金汉光
纸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声隆隆，
流水线作业紧张有序。
今年 20 岁的贫困农民雷志楠正在餐巾纸自动化生产线
上忙碌着。因为家中父亲长期患病，企业复工复产后他马上
来到“就业扶贫车间”上班，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每个月能挣 3000 元，有了这份工作，相信家里的生活会好起
来。
”
雷志楠说。
金汉光纸业专业制造和销售生活用纸及中、低端包装纸
张，在当地人社局、扶贫办的倡导帮助下，企业优先为贫困户
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岗位，目前吸纳了周边建档立卡贫困户
25 名，
占全体员工的 10%。
推进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是最重要、最快
捷、最稳定的脱贫途径。云南省突出“战疫情、稳就业”，坚持
两手抓、两促进，
对
“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致富”
的贫困劳
动力，一方面依托重点企业、扶贫车间等，鼓励它们优先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
另一方面优化调整城乡公益岗位，
根据
实际开发城乡社区公共卫生、消毒保洁、巡查值守等临时公益
性岗位，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地就业。目前，
云南全省
1479 个就业扶贫车间已复工，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2.89 万
人，
设置公益岗位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32.87 万人。
就近就业有岗位，外出就业有组织。今年 2 月份以来，云
南省依托疫情防控不断向好的局面，
狠抓复工复产，
强抓劳动
力转移输出，
精准对接贫困劳动力
“供给”
与
“需求”
。
“受疫情影响，我们正愁不好出去找工作，感谢政府组织
的这趟高铁，把我们直接送到广东去上班。”2 月 18 日，云南
省昭通市大关县的贫困户郑吉敏一家六口人从昆明南站出
发，他们将和 497 名务工人员一起乘坐“滇粤号”列车前往广
东各地务工。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就业工作，帮助贫困人口及时外
出就业，云南省人社部门组成 4 个“就业特派员工作组”，前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相对集中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 4
省份，深入细致开展与当地人社部门、用工企业、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的对接工作，及时搜集企业开复工信息、招用工信息、
未返岗员工信息等信息。通过“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
务 ，截 至 3 月 19 日 ，云 南 外 出 务 工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
224.15 万人，
其中跨省
“点对点”
输送 14.05 万人。
“通过本地就业和转移就业两手发力，力争全省贫困劳
动力就业总量达到 300 万人，确保贫困劳动力有事做、能做
事、有收入，实现‘应就尽就’。”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
表示。

本报记者 周 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介绍保障春耕生产农资供应情况

本报北京 3 月 22 日讯 记者乔金亮从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 22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当
前，全国农资供应形势明显好转，春耕生产农资总
量有保障。各地围绕确保农资质量、畅通运输渠
道、打击假劣农资等环节发力，努力让农民用上放
心种、放心药、放心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司副司长黄修柱介绍，当前，农资重点企业
复工率达到 88%，农资门店营业率达到 90%，农资
供应已达到常年水平。
化肥是春耕生产的大宗农资。农业农村部种
业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谢焱说，受疫情影响，化肥行
业整体开工率不足。对此，工信部牵头成立复工
复产专班，每日调度化肥复工复产情况，近期化肥
产能已迅速恢复。目前，主要化肥企业开工率已
经达到常年水平，氮、磷、钾肥总体供应充足。

让贫困劳动力﹃有事做、
能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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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疆：

特色“产业之树”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 耿丹丹
走进新疆柯坪喜羊羊农牧科技有限公 “接地气”的生产组织形式，已吸引 100 家纺
司的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羊舍整齐划
织服装企业入园，园区形成了 300 万锭纺
一，工人忙着给羊喂饲料；养殖基地另一
纱、3000 台织机、4000 万件（套）服装家纺、
边，饲草料加工、有机肥加工等设备设施齐
2 万吨散纤维和 1 万吨筒子纱染色规模。
全，这里养殖的是从浙江省湖州市引进的
3 年前，新疆锦丽源服装有限公司入驻
湖羊。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
“阿克苏棉花产量大，
原
柯坪县羊肉以品质高而闻名新疆，
但养
材料丰富，
各类优惠政策对外地企业很有吸
殖效益一直偏低。为将畜牧业打造成农牧
引力。”公司经理李杰告诉记者，目前厂区
民增收的支柱产业，2014 年，浙江省湖州市
48 条生产线共吸纳千余名工人，主要生产
援疆指挥部实施湖羊种羊引进、湖羊产业化
品牌童装服饰。
推广中心、规模化养殖小区等项目，建立引
为让纺织服装
“产业之树”
更加繁茂，
阿
进、繁育、推广三级良繁体系。
克苏纺织工业城积极
“引水浇灌”
，
今年建成
“柯坪羊肉”
通过引进湖羊加盟，
为传统
海关监管仓库、保税仓库，给企业出口提供
产业
“嫁接”
了新枝条，
发展实现新突破。
“经
了更多便利。
过几年的杂交实验，
柯坪湖羊产肉率可提高
随着南疆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以及对口
到 45%以上，产羔率提高 130%。”喜羊羊农
援疆机制的推动，
一些企业从东部
“移栽”
到
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镇说。
南疆，
壮大了当地特色产业。浙江金勺科技
柯坪县所在的阿克苏地区，
地处新疆天
有限公司自落户阿克苏以来共建成核桃选
山南麓，属于南疆四地州之一。近年来，南
果、取仁、压榨精炼和核桃粉等 10 余条生产
疆养殖业、林果等特色产业“嫁接”新枝，让
线。公司董事长胡文龙介绍，
企业已经吸纳
“柯坪羊肉”
“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且末有机
260 多人就业，核桃深加工产品全面上市
红枣”
等一批
“特字牌”
产业茁壮成长。
后，
就业人员将增加一倍。
产业发展内涵在变，
生产组织方式也在
此外，南疆旅游资源丰富，产业具备长
变。今年初，
乌什县依麻木镇亚贝希村的服
成
“参天大树”
的条件。喀什地区实施
“旅游
装厂建成投产，服装合作社同时成立，合作
兴喀”战略，旅游业出现“井喷式”增长。在
社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带动
去年 10 月举行的“喀什丝路文化胡杨节”
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创业就业。
上，该地区及所属县市与旅游企业签约 8 个
在南疆地区，像这样按照“总部＋卫星
项目，当地旅游企业与 41 家旅游企业签订
工厂”
“总部＋家庭作坊”
方式组织生产的企
了“送客进喀合作协议”，将输送逾 21 万游
业越来越多。如果把企业比喻为一棵大树，
客赴喀什游览。
那么“卫星工厂”
“家庭作坊”就是企业播下
眼下，南疆旅游产业发展正“拔节”，已
的
“新苗”
。这种生产组织形式，
让车间在乡
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惠及群众的民心工程。
村“扎根”，广大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在此过程中，对口援疆省市的支持、长三角
工资。
地区旅游援疆合作联盟发挥了独特作用。
作为棉花主产区，
阿克苏地区近年来大 “希望联盟与南疆继续深入合作，共同开创
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
建立了以发展纺织服
南疆旅游业美好未来。”对南疆旅游业发展
装产业为核心的自治区级开发区——阿克
前景，新疆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柯尼斯·杉
苏纺织工业城。得益于产业发展政策，
以及
尼信心十足。

重庆集中开工 110 个工业投资项目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
通讯员吴燕利报
道：
3 月 20 日，重庆市 2020 年首轮工业投资
项目集中开工视频连线活动举行。
主现场设
在江北区，綦江区、铜梁区等有关区设分现
场。
集中开工的 110 个项目，
涉及主城都市区
7 个区，
聚焦新兴产业和产业链
“填平补齐”
，
涵盖汽车、装备、材料、消费品、智能制造、生
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总投资 575 亿元，
这些项
目达产后，产值总规模将超过 1100 亿元，为
该市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为推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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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重庆市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开工。截至目前，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达 99.9%，计划一
季度开工的 47 个市级重大项目已开工 38
个，其余 9 个有望在 3 月底前开工。按照计
划，
市级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全年将力争完成
投资 500 亿元，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保持
在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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