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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报道：“不见
面”招商，“屏对屏”签约。4月8日，在天津市
举办的重点项目“云签约”活动中，来自全球
1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15省市的116个
项目落户天津，总投资约904亿元，涉及智能
科技、医药健康、新材料、金融服务等多个产
业。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项目61个，投资额
557.31亿元，占比74.2%，京冀地区成为天津
投资项目的主要来源地区。从外资项目情况
看，项目主要涉及高端装备、集成电路、智能
制造等领域，源于美国、英国、德国等12个国
家和地区。

作为全球第一的线束检测系统制造企
业，来自西班牙的EMDEP集团将在天津西
青开发区投资约5000万元建立英岱普公司
新厂。英岱普项目总经理雷蒙·何塞·布兰
奇·苏比拉茨介绍，“全球性的疫情并没有阻
挡我们签约的步伐。我们看好天津的产业链
条、营商环境以及区位，这将让我们的产品在
国际竞争中拥有更多的优势”。

除上百个项目签约落地之外，一批重大项
目正在抢时间追进度。在蓟州城区外，天津市
第一条跨区域长距离大管径输热管线──蓟

宝热电联产项目正在施工。今冬，该项目将
为天津宝坻城区1500万平方米的居民住宅
送去清洁供暖，仅此一项每年可替代标准煤
约27万吨。“通过推动重大项目复工复产，
我们以点带链、以线成面，全力降低疫情影
响。”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魏广勇说。
该项目建成后，将解决蓟州电厂因采暖季负
荷不足部分停机的难题，同时还为蓟州每年
增加数亿元税收，并提前实现天津市地级及
以上城市中心城区2035年无煤化的任务
目标。

天津市发改委已对纳入国家和天津市
“十三五”规划、预算内资金支持且具备开复
工条件、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有序推
动复工复产。目前，天津市95个10亿级在
建重大项目已复工 92 个，复工率达到
96.8%。3月初，天津市还公布了今年重点
建设、重点储备的项目清单，总投资超过1
万亿元的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6700亿元
的重点储备项目和总投资1000亿元的民间
资本推介项目，有效提振了投资信心。天津
滚动储备的“项目池”总投资额已经超过
6000亿元。

天津“云端”签约项目116个
投资总额超9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杨晟途报
道：为全面满足企业复工复产需求，甘肃兰州
市城关区市场监管局创新企业信用监管方
式，采取“不见面、网上办”模式，截至目前已
接待300余户企业线上咨询，办结35起企业
信用修复业务、3000余户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企业联络员备案。

近年来，我国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
同时，实行“宽进严管”信用监管政策，将存
在未按规定期限公示信息、公示信息情况
不实或弄虚作假、“失联”等不诚信行为的
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实施“严管”。在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为避免大厅办理造成

人员聚集，并满足辖区企业复工复产需求，
该局通过“不见面、网上办”模式，办理登记
注册企业的经营异常名录移出和信用修复
业务。

在疫情防控期间，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还实现全天候在线，为企业提
供服务和指导，日均答复咨询350余次，真正
实现服务“不见面”“高效办”。“对疫情防控发
挥重要作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供煤、
供电等物资保障供应，以及医疗卫生、食药经
营等领域企业的申请，我们开辟绿色通道，实
行‘当日受理、当日审批、当日移出’。”该局信
用监管科负责人赵霞介绍。

兰州市城关区：

全天候“网上办”加快审批速度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报道：近日，记者走
进河北省磁县禾下土脱毒甘薯种苗扶贫基
地，20多名农民紧张有序地工作，为近段时
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薯苗订单忙碌着。

磁县禾下土脱毒甘薯产业扶贫基地作
为全国生产规模和种苗供应量最大的脱毒
甘薯苗培育中心之一，拥有2500亩脱毒甘
薯种薯生产基地、600亩脱毒甘薯种苗繁育
基地，年产脱毒种薯1000万斤。“年前全国
各地种植大户已预订脱毒甘薯种苗3亿多
株，基地若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安排种苗生
产，4月份将无法保障种苗供应，种植大户
将无法正常栽种，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禾
下土脱毒甘薯种苗扶贫基地销售经理崔志
科说。

了解到该基地的困难，磁县农业农村局
立即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摸清摸实农资
和用工等需求量后，对接农资经营单位解决
基地农资供应紧缺等问题，协助办理健康证，
动员引导当地村民到基地参与农业生产，确
保了农业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磁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刘继江说，当地出台了农资供
应、交通保障、生产用工、农技服务等保障措
施，采取“点对点”服务方式，统筹协调服务涉
农企业生产，打通用工和物流等环节，保障疫
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不误。“目前，基地700
多个大棚种薯种苗的种植良好，每天采苗量
约500万株，第一批主要供应湖南、湖北、河
南等中南部地区。”禾下土脱毒甘薯种苗扶贫
基地育苗厂负责人崔永平高兴地说。

河北磁县：

“点对点”打通脱毒甘薯供应链

（上接第一版）
说起复工后的难题，韩春来说，一是采购资金

紧张，二是“封城”给物流带来了影响。作为渠道
经销商，资金周转是个大难题。“好在有网商银行
帮忙，解决了目前的资金困难。”韩春来说，自己是
网商银行的老客户，对比传统银行，周转更方便，
每次客户回款一到账，就立马还进去了。

“这次网商银行给我的利率打了8折。”韩春来
在网商银行有20多万元的信用额度，靠这笔钱前
几天及时完成了手机和零配件的采购。他笑着告
诉记者：“再过一段时间等客流增加了，我的生意
应该可以彻底恢复了。我想加大促销力度，争取
把失去的两个月时间抢回来。”

“解封”！再现九省通衢！

“放行。”4月8日零时整，记者在武汉“西大
门”——京港澳高速武汉西收费站看到，所有道口
全部打开，车辆有序驶入高速公路，随着离汉通道
的解封，数以千计的小汽车从武汉288个离汉离
鄂通道驶向全省、全国。

此刻，武汉关的钟声敲响了。江上，满载货物
的轮船响起久违的起锚汽笛声。武汉，这个长江、
汉江的交汇点，长江中游的磅礴码头，这个面积
8467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的中国中部最大城
市，在封闭了两个半月之后，正在恢复生机。

“终于可以回老家看看父母了！”在武汉工作
的刘多平高兴地说，这次疫情打乱了他回荆州老
家陪父母过年的计划。日盼夜盼，终于盼来这一
刻。车上装的，都是年前备好的拜年礼，“我想连
夜赶回家，等天亮陪父母美美吃一顿团圆饭”。

在众多等待离汉的货车中，就职于武汉一家
汽车零配件厂的张安飞负责押车出差。“前几天，
我们厂就已经恢复生产了，车上装的都是零配
件。”张安飞表示，这次出行，他准备和客户好好沟
通，想方设法扩展一下市场业务。

“9个民警，15个辅警，全员连轴转，整整76个
昼夜，大家严格执行封控，好在没出一点纰漏
……”十里铺治安检查站站长张波表示，再累也

值得。
“随着离汉通道管控的解除，全省交通运输秩

序将有序恢复正常。但是‘解封’不等于解防，要
慎终如始，不获全胜防控绝不放松。”湖北省交通
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朱汉桥介绍说，离汉通道的

“解封”，意味着客流将会出现放量增长。铁路将
开通武汉辖区 17个铁路车站除北京外始发运
行。民航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将恢复不含北京的国
内出发和到达航班。水运将恢复除游轮以外的其
他客轮、轮渡。公路将在继续做好包车运输的同
时，有序恢复跨市州、跨省市的班车客运。同时，
协调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确保乘客走
得了、进得来、行得畅。

“解封”！又见人来人往！

4月8日5时30分，太阳还未升起，武汉火车
站进站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旅客朋友们您好，您乘坐的G431次开往南
宁东的高铁动车现在开始检票，请在13站台上
车。”时隔76天，耳边再次响起了熟悉的声音，朱
惠香激动地抱紧了手中的鲜花，她是武汉火车站
解封之后迎来的第一位旅客，手中的鲜花是车站
送的礼物。

朱惠香是武汉蔡甸区人，和丈夫长年在广西
南宁工作，年前他们回到武汉过年，“想不到过了
这么长的一个年。”朱惠香笑着说，她将乘坐的
G431次高铁是开往湖北省外的首趟始发列车。

“老板很理解，但还是着急，最近几天是越看越高
兴”，在得知车票能买之后，她和丈夫迅速让孩子
买了前往南宁的高铁票，今天更是凌晨4点多就到
了火车站。

7点06分，G431次伴着晨曦准点从武汉站驶
出。作为武汉列车最重要的客运站，武昌站、武汉
站、汉口站三站都重新开启了进站通道，恢复办理
旅客进站客运业务。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做好铁路站
车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恢复铁路运输服
务。据悉，4月8日当天有276列旅客列车从武汉

地区各站开往上海、深圳、成都、福州、南宁等地，
其中武汉地区始发54列。累计有5.5万余名旅客
乘坐火车离汉，其中去往珠三角地区的旅客较为
集中，占离汉旅客总量四成左右。

“解封”！期盼车水马龙！

“现在的车流量比往常少很多。说实话，每天
和行人、机动车打交道特别累，但真心希望武汉车
能够多起来，车多了才证明武汉好了。”武汉东湖
高新区交警大队一中队民警靖长虹笑着说，这是
他对“解封”最大的期待。

采访时，他和同事们正在光谷广场执勤。光
谷广场是武汉市内重要的交通枢纽，车流量相比
封城期间多了不少。

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行人步履匆匆。光谷
广场正在慢慢恢复往日的热闹与喧哗。交警不断
地提醒着行人过马路时注意机动车辆，叮嘱电动
自行车驾驶员注意安全。

为了等待“解封”，包括靖长虹在内的光谷交
警做了充分准备。光谷交警出台了领导包点、组
建专班等多项措施保障道路安全。

“解封”只是一场阶段性胜利，或许是出于作为
一位警察的谨慎，靖长虹对于疫情仍然保持着高度
的警惕：“对于疫情不能盲目乐观，它是一场天灾，
谁也预料不到，但我们必须要做好防疫措施。”

76天里，靖长虹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坚守各个道
路关卡，把好疫情防控的交通关。这些日子里，靖
长虹一直没有回过家。今年的团圆饭是妻子和女
儿两个人吃的，靖长虹只能通过视频与家人“团
聚”。3月4日，是靖长虹女儿的生日，他想给孩子
订个蛋糕，女儿特别懂事，告诉爸爸，“不用了，以工
作为重，把外面的事情办好就可以了”。

冬去春来，武汉从“按住暂停”转向“重启恢
复”。比春天更温暖的，是英雄人民“终于等来这
一天”的喜悦和谨慎。

武汉，风雨无惧，别来无恙！
（执 笔：温济聪 董庆森 柳 洁 高兴

贵 包元凯）

4月8日，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雄安公司工人正在房顶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当日，“中国铁
建·玉景阳光”共有产权房2号楼5层房屋率先完成初装修。至此，这个北京首批也是主城区首
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全面复工。 孔祥文摄（中经视觉）

北京主城区首个共有产权房全面复工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些粮食出
口国限制大米和小麦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称，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致使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
中断，可能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

面对国内一些对粮食短缺的担忧，相关部门
负责人和权威专家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库存充足，稻谷和小
麦库存均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中国有信心
应对有可能到来的全球性粮食危机，牢牢端稳“饭
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库存总量居历史高位

农业连年丰收、库存充足是我国有能力有底气
应对有可能到来的全球性粮食危机的重要“资本”。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表示，“我国
粮食16年连续丰收，当前粮食库存总量处于历史
高位。国家粮食市场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总体
上保持了市场价格平稳运行，对稳定物价总水平、
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
在6.5亿吨以上，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稻
谷和小麦两大主粮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库存充
足是粮食市场“稳压器”。我国粮食库存主要包括
政府储备、政策性粮食和企业周转库存。其中，政
府储备包括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中央储备粮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宜存率达到98%
以上。地方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一道防
线”，主产区储备规模保持3个月的销量，主销区保
持6个月，产销平衡区保持4个半月的销量。

大中城市还建立了满足市场供应10天至15
天的成品粮油储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储备品种
结构中，小麦和稻谷等口粮品种比例超过70%。除
上述政府储备外，2004年以来，我国对稻谷、小麦
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政策性粮食库存高企。另
外，多元市场主体还建立了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
商业库存。

从目前来看，我国小麦和稻谷等口粮品种库
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稻谷供给充裕，预计2019
年度结余1430万吨，已连续多年结余，阶段性过
剩特征明显；小麦供求平衡有余，国家粮油信息中
心估算2019年年度结余1400万吨，同比增加870
万吨，已连续7年产大于需。稻谷和小麦不仅没有
短缺，还面临着去库存的压力。

“疫情导致主要粮食出口国采取的限制出口
措施，可能会加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但对
目前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王辽卫说。

适度进口，以优化粮食供给结构

适度进口是我国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近年
来，我国积极发展粮食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上
重要的粮食进口国，每年还要进口超过1亿吨的粮
食。“这是因为我国粮食存在结构性短缺问题，有效
供给不足。虽然稻谷和小麦连续多年产大于需，但
是优质小麦和大米供给不足，玉米存在产需缺口，
大豆自给率不足20%。需要通过进口调剂余缺，优
化供给结构，从更高层次上提升国家粮食安全的整
体水平。”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军说。

从品种看，我国小麦和大米进口量很少，以
2019年为例，大米和小麦全年进口量仅占当年产
量的1.8%和2.3%。因此，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对
我国口粮供应影响不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在进口粮食的同时，也在出口粮食，2019年我国大
米出口多于进口20多万吨，成为大米净出口国。

我国粮食进口主要以饲料粮和大豆为主。玉米
是三大主粮之一，也是主要饲料粮之一。2019年我
国进口玉米479.3万吨，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
大麦、高粱、玉米酒糟和木薯等玉米替代品进口均
有所下降。大豆是我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其中大
豆进口量占农产品总进口量超过70%，是我国食用
植物油和蛋白饲料的主要原料。饲料粮和大豆是一
些粮食生产大国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农产品，目前
还没有成为这些国家限制出口的农产品。

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运行稳定

粮食安天下安，粮价稳百价稳。“我国粮食供
求总体宽松，完全能满足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
能够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考验。”

王辽卫说。
全球性粮食危机频繁发生，不断考验着各个

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近年来，我国经历过
2003年非典、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
震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的重重考验，
经历过国际市场几次“过山车”式的粮价大幅波
动，特别是在面对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期间，30
多个国家出现粮荒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但中国粮
食市场依然保持稳定。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再次成功化解
了交通物流不畅环境下粮食供应的问题，确保粮
油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国内粮油市场平稳有
序运行。据了解，疫情前期，群众居家不外出会多
购买储存一些粮食，由于超市、卖场等零售市场货
源充足，短暂的群体性集中购买也得到了满足。目
前居民采购米面油心理稳定，国内米面油供应有
充分保障。

连年丰收，库存充足——

我国粮食供应能应对各种考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本报北京4月8日讯 记者刘慧从中储粮集
团公司获悉：截至3月31日收购期结束，中储粮
累计完成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收购2208万吨，较上
年度增加35万吨。

中储粮集团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中储粮集团
公司管理的中央事权粮食库存充足，特别是近些年通
过执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使得国家在常规
的中央储备粮之外，还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政策性粮食
库存，我国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有充足的家底。

据了解，去年秋粮上市以来，黑龙江、吉林陆
续启动水稻最低收购价收购。春节过后，为解决
农民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的无法及时售粮问题，
国家将东北地区执行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期限

延长了一个月。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积极落实分
区分级有序恢复最低价稻谷收购，通过增设收购
库点，基本做到售粮不跨县。同时，为减少因稻谷
质量不符而造成的退车问题,库点还为农民无偿
提供粮食样品提前检验服务。通过多项惠农措
施，做到库等粮、钱等粮、快售粮。收购期内，黑龙
江分公司收购最低收购价稻谷1433万吨，较去年
增长5.6%，向农民支付售粮款374.5亿元，为农民
春耕备耕提供了有力支持。

疫情发生以来，中储粮还加大粮食投放力度，
从1月20日至3月31日，中储粮系统累计销售粮
食1014万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43%，为保障
市场供应和稳定提供了坚强支撑。

中储粮累计完成中晚稻

最低收购价收购2208万吨

4月6日，湖南省澧县澧西街道马堰村村民在田间忙碌。春耕时节，澧西街道广大粮农抓住利好天气，
搞好早稻集中育秧煞尾和移栽田耕整工作，为多产好粮、稳定粮食产量奠定基础。柏依朴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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