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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粮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

农业产业“机器换人”还需加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当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迈上70%台阶。小麦、玉米、稻谷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

但不同作物间、不同产业间、不同区域间农业机械化发展还很不平衡。专家表示，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迫切需

要加快“机器换人”。

从大田走向大棚，农业机械化迈出关键一步。农业
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的
意见》。文件明确，到2025年，以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和连栋温室为主的种植设施总面积稳定在200万公顷以
上，设施种植机械化水平总体达到50%以上。

农机进大棚这一步是农机化发展全程全面转型的缩
影。专家表示，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迫切需要加快

“机器换人”。所谓全程全面转型意味着，由耕、种、收
环节向植保、烘干、秸秆处理全过程发展，由种植业向
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初加工业延伸，由平
原向丘陵山区扩展。

从主粮扩展到全产业链

“当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迈上70%
台阶，小麦、玉米、稻谷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机械
化，设施农业、畜牧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开
始提速，这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里程碑式的标志。”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说。

尽管目前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但不同作
物间、不同产业间、不同区域间农业机械化发展还很不
平衡。棉油糖的综合机械化率低于70%，果菜茶的综
合机械化率不到40%，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初加工
业的机械化率只有35%左右，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差
距巨大。这表明，我国农业实现机械化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经验表明，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都是以实现
机械化为前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名誉理事长罗锡文说，我国农机装备还有很多短板，高
效率、多功能、精准化农机装备还比较缺乏，成为制约
产业发展的瓶颈。甘蔗、棉花产业现在陷入困境，主要
就是因为缺少先进适用的作业机械，导致用工多、生产
成本高，产业竞争力弱。因此，支持农机化的力度不能
减，当务之急是推进全面机械化。

目前，农机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中国社科院农
村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说，当前主要大宗作物生
产人工成本的占比均超过40%，机械化成为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比较效益的现实选择。对农机化的需求，
已经从耕种收环节向植保、烘干、秸秆处理环节延
伸，正在从粮食作物快速向经济作物、养殖业、加工
业拓展。尤其是新型经营主体对农机的需求，由关注
价格向注重品牌和质量转变，更注重以机械化降低生
产风险、提高作业效率，更注重获取全程机械化解决
方案。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认定公布了4批共453个率先
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畜牧主产
省份推进主要畜种养殖、重点生产环节、规模养殖场户
机械化，机械装备总量持续增长。渔业主产省份推动池
塘养殖、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筏式吊笼与底播养殖
等养殖模式机械化。作为农业科技的物化载体，农业机
械正在全面融入种植业、畜牧业、渔业。

突破丘陵山区农机化痛点

我国丘陵山区分布在19个省份1400多个县市，是
粮油糖及特色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长期以来，受自
然条件限制，许多地方缺乏机耕道路，田块细碎，高低
不平，农机“下田难”“作业难”，适用机具不多，机械
化发展滞后。2019年，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
只有4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针对此，
农业农村部推动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在农田建设
中明确支持土地平整和机耕道建设，加大扶持丘陵山区
适用机具研发推广。

重庆市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因耕地条件制约，农机

化发展滞后。“我们出台先建后补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的政策措施，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近5亿元，是财政投入
的两倍以上，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重庆市农业农村
委副主任秦大春说，不少地方整村整乡连片改造，建成
一批万亩级“宜机化+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示
范基地。

江西省立足农业大省和丘陵山区的特点，启动了农
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工作，促进了农机化全面发展。
江西省瑞金市农机局局长刘醒吾说，自农机补贴政策实
施以来，全市农机装备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伴随土地规
模经营，农机作业向大中型专业化方向发展。

专家认为，丘陵山区机械化发展是个系统工程，要
加快构建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农田农机配合的机制，推
动农田建设、品种培育等各方面的宜机化。丘陵山区县
市要在涉农资金整合中，加大对农机作业、农机服务组
织建设、农机化技术推广等支持力度，合力推进丘陵山
区农机化进程。

机械化信息化融合是方向

在我国，很多蔬菜、水果、园艺作物依靠设施种
植，其附加值常高于大田作物。据统计，我国各类设施
农业面积达5000多万亩，使用年限10年以上的设施农
业面积达2800多万亩，均居世界第一。农业农村部农
机推广总站副站长涂志强说，相对于庞大的面积，设施
农业机械化发展还相对滞后，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

33%，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较低，还不能满足产业发展
的需求，亟待加快发展。

“设施农业呈现出信息化推动显著增强、融合化发
展明显加速、绿色化发展迫在眉睫、国际化影响日益
增强四个明显特征。”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张辉说。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建立设施种植机械化体
系还面临两个重点问题：一是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改
进优化栽培模式和种植方式，以适应和扩大各种农机
装备的应用空间；二是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者要考虑农
业产业化的具体特点，在小型农机和智能农机方面取
得重点突破。

“省财政拿出9200万元，围绕精细整地、精量播
种、精准施肥和精确收获等农机精准作业关键技术，全
力打造79个智慧农场，推广面积达到100万亩。”河北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段玲玲说，省里搭建了高精度定位
差分数据交换网，为无人驾驶、智能作业等提供精准定
位。目前，全省1.1万台深松机已实现智能监测设备全
覆盖。今年在12个县开展智能化改造提升试点，对
4152套智能监测终端和52个差分基站建设给予补贴，
为大面积推广无人驾驶技术创造了条件。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司长张兴旺表示，将
瞄准设施种植绿色高效发展的机械化需求，补短板、强
弱项、促协调，全面提升设施种植机械化水平，支持设
施种植高质量发展，将重点推进设施布局标准化、设施
建造宜机化、生产作业机械化、设施装备智能化、生产
服务社会化。

上半年近八成经销商销量负增长——

汽车经销商要“两条腿”走路
本报记者 刘 瑾

进入2020年以来，受汽车市场低迷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
影响，汽车经销商生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日发布的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乘用车经销商总数为29773家，较
2019年底数量减少0.7%。汽车消费市场出现大幅下滑，近
八成经销商销量出现负增长。

“疫情发生后，厂家对经销商提供了大量帮扶。”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三四五月份，在帮扶措施和考核放宽的前提下，经销商
开始复工复产。这期间经销商“日子过得还可以”。但到了
6月份，大部分厂家都恢复了考核，经销商的压力明显
增加。

“在市场下滑的情况下，主机厂仍定了正增长的目标，而
且经销商数量持续增加，就形成了价格倒挂的普遍现象。”郎
学红说，经销商本身应该是挣批零差价，但现实是终端销售价
格低于采购价格，经销商只能拼命去完成目标，以价换量，靠
完成任务后的一系列任务补贴存活。

然而，完成任务并非易事。有数据显示，2019年完成全
年销售目标的经销商仅占28.9％，超过七成经销商未完成年

度目标，其中目标完成率不足50％的经销商达到7.4％。
对此，郎学红表示，在新的形势下，各方主体需要作出调

整和变革。主机厂要给予经销商更多的弹性空间，双方重构
一种更加健康的关系。

郎学红认为，汽车经销商如果能够在服务环节做好功课，
依然有很好的前景。过去，由于汽车市场的高速增长，经销商
过于重视新车销售，忽略了服务用户的重要性。

“新车不挣钱，会加剧经销商在金融保险服务、售后服务
上收取更多费用填补亏空的情况，这样就会使售后服务的竞
争力减弱。”郎学红说，对经销商来说，无论销售还是服务，归
根到底都是处于服务行业。经销商只有在新车、售后、报废、
二手车的整个链条中都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留住顾客，不断
创造价值。

郎学红表示，经销商今后不能只靠新车销售一条腿走路，
还要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当下国家陆续出台了二手车相关政
策，经销商做好二手车业务，就可以把另一条腿迈出来。同
时，疫情加速了直播进入4S店的进程，直播模式已经被消费
者、经销商接受，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模式。未来，直播一定会
成为经销商的重要营销工具和获客维客的重要模式。

由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运的
550件卫浴台盆，近日在深圳海关通过
新模式快速通关，发往印度尼西亚的
海外仓。这标志着跨境电商企业对企
业（B2B）出口业务在深圳海关落地，深
圳跨境电商出口迎来全新换挡升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菜鸟海外仓
帮助商家保持了出口稳定，部分商家
海外销售逆势上扬。”菜鸟国际供应链
总经理赵剑表示，跨境电商B2B出口
改革将出口海外仓模式纳入跨境电商
监管，同时在通关、查验、物流等方面
提供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有助于菜
鸟扩大海外仓规模，利于中国企业商
品出口。

今年以来，跨境电商发展迎来新
契机，系列利好政策措施密集出台。
7月1日，北京海关、天津海关等10个
海关正式开展跨境电商B2B出口试
点，增设“9710”“9810”两个出口监管
代码，企业可以“一次登记”“一点对
接”，享受优先查验、允许转关等政
策。4月7日，国务院宣布新设46个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加上之前已经
批准的59个，全国将有105个综试
区，覆盖了30个省份，形成了陆海内
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

各地也在不断加码对跨境电商的
扶持。浙江启动“店开全球”跨境电商
万店培育专项行动，计划建设一批跨
境电商产业园，争取全年新增跨境电
商店铺一万家以上，实现跨境网络零
售出口1000亿元以上；福建不断完善
海外仓储物流配送及售后服务网络，
推动海外仓、体验店等模式融入境外
零售体系，努力解决跨境电商出口“最
后一公里”问题；广东印发7个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明确要
实现海关、外汇、税务等部门之间数据
互通、监管互认、信息互换，更好服务
电子商务发展，等等。

政策助力下，跨境电商进出口规
模快速增长，成为外贸发展的新亮
点。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
进出口增长26.2%，其中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24.4%。

“疫情之下，跨境电商的逆势上扬，助力了外贸促稳提质。”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线上交易突破时空
限制、压缩中间环节，大幅降低商业成本，同时还减少了不必要的人员
接触，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此外，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跨境
电商将交易对象从企业扩展到个人，同时大数据让企业更了解消费者
的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降低了商品滞销的比例，加速了资金
周转。

在拓展企业海外营销渠道方面，跨境电商表现尤为亮眼。一位跨
境电商平台负责人表示，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及抓住新业态发展的
机遇，跨境电商企业正加速创新发展，“跨境电商+中欧班列+海外仓”

“跨境电商+金融”等模式成为我国货物出口的新路径，能够帮助外贸
企业更容易、更有效地进入全球市场，接触到更广泛的买家网络并参与
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

此外，跨境电商日益成为满足国内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的新
渠道。一方面，在跨境电商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的加持下，消费者只要
一键下单，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更加丰
富多元的海外商品，消费者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供应商以及价格更具竞
争力的商品，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带动疫后经济复苏。

专家表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未来外贸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传统外贸企业将面临订单减少、物流不畅等困难，跨境电商仍是外
贸企业重要的转型之选。接下来，相关部门要持续出台利好政策，扶
持跨境电商发展，充分发挥跨境电商优势保订单、保市场、保份额，
助力我国外贸克难前行。 （本系列报道完）

近日，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东滩村，番茄采收机在田间进行采收作业。近年来，呼图壁县大
力发展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机服务组织，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陶维明摄（中经视觉）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金元国际

新城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09月01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北路2号金元国

际新城37-41栋负一层1-7至1-9号

机构编码：B0003S25201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67192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

局

发证日期：2020年06月0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20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国银保监会令2019年第6号）以及

《中国银保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

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2019年第10

号）的有关规定，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

管局批准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关闭，经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批准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关闭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