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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好收成 农民好收益

中储粮湖北分公司：

科技护仓保质量
本报记者 柳 洁

安徽来安县：

订单种植富农家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江西南昌县：

晚稻丰收忙烘干
本报记者 刘 兴

黑龙江佳木斯市郊区：

即晒即卖销路好
本报记者 马维维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大新农场的水稻田里，收割机在向农用车里卸载稻谷。时下，连云港市大新农
场复垦盐田种植的2万亩水稻全面进入收割期。 王健民摄（中经视觉）

三春不如一秋忙，收到家里才是粮。近
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望江镇佳兴村
的一处农田，两台水稻收割机正在田野里作
业，稻谷收集满车。

佳兴村今年粮食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
望。望江镇副镇长桂金海介绍，镇里提前与
郊区水务局协调，将松花江国堤望江段临时
作为望江镇南部农民的晒谷场。目前，农
民趁着晴天，边收割边将稻谷运送到堤坝
晾晒。正在晾晒稻谷的刘国军告诉记者：

“我家种了6垧水稻，晒完了就在这儿直接
卖，省去了往家拉的费用和没地方晒的麻
烦。”

“一入秋，全镇广大种植户就迅速行动起
来，抓住晴好天气抢收，全镇361台履带式收
割机、17台玉米收割机全部出动，农民收粮
积极性非常高。”桂金海说。

与佳兴村相连的临江村是个典型的水稻
村，今年在收获过程中，晾晒成了大问题。同
佳兴村一样，望江镇申请了4公里的哈肇路
给村民们划出临时晾晒场。

望江镇还协调了多家大型烘干塔设备提
前作业。桂金海表示，全镇种植面积
14.68万亩，目前农户正在全力抢收秋粮，确
保储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秋风扬，收粮忙。这几天，江西省南昌县
泾口乡的江西昌道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樊
启道忙得不可开交，眼下正是中晚稻收割高
峰期，售粮的农户接踵而至。

“今年粮食收购价格每百斤比去年涨了
10元，农民积极性很高。”樊启道介绍，合作
社烘干厂现有烘干设备12组，每天都是满负
荷运转。“预计中晚稻能收3200万斤，主要销
往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樊启道说，政府购
买了合作社的烘干服务，给予一定补贴，合作
社实行微利经营，吸引更多的农户过来售粮
烘干。

南昌县是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今年
以来，该县积极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
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据介绍，今年南
昌县粮食播种面积达183.02万亩，同比增
长 11.1%；早稻播种面积 78.74 万亩，同比
增长20%；晚稻播种面积83万亩，同比增
长38.3%。

10 月下旬，该县晚稻开镰收割，一时
间，全县40余家粮食烘干厂马力全开，加
班加点运转，装运稻谷的车辆往来穿梭于
烘干厂与农田间，成了这个季节最美的风
景线。

眼下正是湖北中晚稻大面积收储的时期。10
月26日，记者在中储粮武汉直属库采访，正逢河南
信阳粮商的一辆大卡车在仓库门口卸货，此行共运
来30吨稻谷。

记者了解到，粮食在入仓前，会通过“两筛、两
吹、多扫”清理杂质，做到粮食颗粒归仓，尽量减
少运输及出入库过程中的粮食损失。“通过有效控
制，我们可将粮食出库损耗控制在0.8％以内，优
于国家规定的损耗标准，节约下来的粮食就相当
于增产。”武汉直属库有限公司总经理付爱平
介绍。

6米高塞得满满当当的粮仓中，布设有上百个

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预警；高清摄像
头放大20余倍，对库区无死角监控。
为确保入库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
中储粮集团湖北分公司各直属库大力
推进智能化粮库建设，利用科技创新
守护大国粮仓。

“仅27号仓，我们就布设了396个粮情测温
点。监控人员可以通过中储粮的粮情测温系统与
远程监控系统监测这396个点的粮温粮情。出现
异常粮情时系统将自动预警。”武汉直属库工作
人员介绍。如今，通过布设在粮堆中的传感器与
库内摄像头，粮库真正实现了粮仓网格化监测、
管理。

中储粮集团湖北分公司从去年秋粮收购开始，
在辖区大力推广使用“惠三农”APP系统预约售
粮，让农民朋友卖粮少跑路、少排队、少聚集。截至
10月28日，中储粮集团湖北分公司辖区已累计收
购新产中晚籼稻约23万吨。

又是一年丰收季，安徽省来
安县施官镇桥西村的高标准农田
里，联合收割机纵横驰骋，脱好粒
的稻谷经由高位出粮桶不断流
出，洒下一片金黄。

看着一袋袋装好的稻谷，种粮
大户陶秀山满脸喜悦地说：“这片地里种的是优质
品种——原谷真香，收成好，价格也高，今年的利润
肯定差不了。”

陶秀山与来安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了保价收购合同，公司提供统一供种、统一供
肥、技术指导、统一销售等全程生产服务，符合品质
要求的稻谷，以每斤高出市场价0.2元的价格收购。

陶秀山算了一笔账：公司提供种子、化肥，每亩
成本就少了100多元，收购价高，还能另外增收100
多元，每亩地要比往年多挣300多元。“今年，我在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种植了450亩订单水稻，连片种植

便于统一管理，全程实现了机械化，省时省力。”
近年来，来安县引导粮食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户签订“订单种植”合同，通过“优粮优价”
的市场调节机制，引导农民种植适应市场需求的绿
色优质粮食。

“优粮优价，订单种植，实现了由‘多产粮’向
‘产好粮’的转变。”来安县农业农村局机械化管理
中心主任汤雷鸣介绍，目前，来安县内有12家企业
与农户签订了订单种植合同，订单种植面积达到
25万亩，良种入田率达98%以上。今年，全县粮食
收购均价达到每斤1.35元，比往年高出近0.2元。

10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10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4%，低于上月0.1个百分点，但自7月份以来始
终位于51.0%以上，已连续8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制造业总体持续回暖；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
合PMI产出指数为56.2%和55.3%，分别高于上月
0.3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保持回升势头。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
河表示，制造业生产继续回升，需求稳步改善。从
行业情况看，部分传统制造业恢复有所加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10
月份制造业PMI指数小幅回落，与假期等季节性
因素有一定关系。剔除这些因素，考虑PMI指数仍
然在荣枯线以上，可以判断经济继续保持恢复
态势。

进出口指数在荣枯线以上同步回升。新出口
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为51.0%和50.8%，分别高于
上月0.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均连续两个月
位于扩张区间。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至59.3%，高于
上月0.6个百分点，企业对行业发展信心恢复。从
行业情况看，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等12个行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60.0%及以上
的高位景气区间，表明企业对市场预期较乐观。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认为，总体来看，
10月份，我国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增长，一是增长
快，与去年同期水平相比，当前的市场需求、企业
生产与采购活动、进出口等都处于较快增长状态；
二是增速稳，10月份各主要分项指数较上月的波
动较小，稳定复苏态势较好。

10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6.2%，比

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为年内高点，非制造业复
苏步伐有所加快。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回升至55.5%，高于
上月0.3个百分点，服务业保持稳中有升的复苏势
头。从行业情况看，在国庆、中秋双节带动下，铁
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
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9.0%以上较高运行区间；批
发零售、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等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且均高于上月2.5个百分
点以上。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2.2%，连续4个月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企业对行业持续复苏较为乐观。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表示，本月零售
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升至56%以上
和53%以上的较高水平，且高于去年同期，居民实
物消费快速增长。服务消费也呈现加快恢复趋势。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制造业方面，大、中型企
业PMI分别为52.6%和50.6%，均与上月基本持
平。小型企业PMI为49.4%，低于上月0.7个百分
点，降至荣枯线以下。“小型企业新订单指数明显
低于制造业总体水平，显示出小型企业市场需求
尤显不足。此外，部分调查企业反映，随着近期境
外多国疫情出现反弹，企业面临进口原料采购周
期加长，运输成本增加等压力。”赵庆河说。

制造业PMI连续8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6.2%，为年内高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今年 8 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推出扩展版“清洁网络计
划”。此后，蓬佩奥和一些美国政客就不断大力游说甚至胁迫更多国
家和地区加入所谓的“清洁网络联盟”。他声称，“清洁网络计划”将
在运营商、应用程序、应用商店、云端及电缆等5个领域对抗所谓的

“中国威胁”。为了推行这一计划，蓬佩奥等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甚至恐吓塞浦路斯等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不准
与中国5G供应商合作，否则后果很严重。

只要稍加辨析，就不难发现，蓬佩奥等反华政客嘴中的“清洁网
络”，背后隐藏着肮脏企图。

首先，“清洁网络计划”号称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数据安全，实
质却是为了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近年来，美方为了维护其科技霸权，
不断动用国家机器无理打压一些技术领先的非美国企业，特别是中
国企业。华为、字节跳动等企业都深受其害。美方寻求网络清洁是
假，追求科技霸权是真。

其次，“清洁网络计划”是一些美国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上演
的又一出政治闹剧。近年来，一些美国政客为了追求政治私利，不断
炮制“中国威胁论”，煽动社会对立情绪，毒化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空
气，“清洁网络计划”就是他们这些可耻行径中的一部分。

第三，众多证据可以证明，美国长期以来大肆进行网络窃听监视，
美国才是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口口声声为了
国家安全，却不断掩饰这样一个事实：美方才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窃
密惯犯”。从“维基解密”到“棱镜门”，从“方程式组织”到“梯队系统”，
不断揭示出美情报部门监控全世界网络设备的恶行。蓬佩奥等反华政
客在“清洁网络”议题中对中国的攻击，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当前，中美双方在数字科技领域各有优势。中美加强合作，本有
助于共同做大数字经济蛋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符合中美
两国和全球利益。然而，蓬佩奥等美国政客不断谋求以意识形态划
分数字信任标准，给全球科技企业打上不同政治标签，对全球数字经
济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美方的肮脏企图和卑劣行径，注定在国际社会不得人心。近日，
欧洲竞争电信协会就谴责出于地缘政治原因对中国5G供应商的任
何禁令，强调只有在确凿事实基础上才能证明此类决定是合理的，警
告排除特定供应商将对消费者、企业和市场产生不利后果。

美国一些政客出于其政治私利而恶化国际关系，政治化、污名化
他国科技企业，换来的将是美国国家形象受损和国际信任赤字，最终
也将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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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10月31日电 记者马
呈忠报道：“10月30日24时至31日18时，
新疆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1例，其中与疏附
县相邻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
称‘克州’）阿克陶县喀热开其克乡和皮拉勒
乡有15例，均为接受医学观察人员。”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顾莹苏表示，截至
10月31日18时，现有确诊病例51例（均为
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无症状感染者222
例，均来自疏附县和阿克陶县。

发布会通报，克州的阿克陶县、阿图什
市、乌恰县与疏附县交界，疏附县疫情发生
后，克州在第一时间开展全员免费核酸检
测。10月30日，克州对重点地区、重点人
群开展了第二轮免费核酸检测。30日24
时至31日18时，阿克陶县与疏附县相邻的
喀热开其克乡和皮拉勒乡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15例，全部为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人员。

截至10月31日18时，喀什地区疏附县、
喀什市、疏勒县及其他县密接人员完成第二
轮核酸检测，除已公布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外，其余人员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新疆阿克陶县新增15例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接受医学观察人员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通讯员朱昭卓报
道：10月30日，第四届中国（淮安）国际食
品博览会招商招展路演活动在上海举办，推
介淮安食博会品牌特色和绿色食品产业。

据了解，第四届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
览会将于2021年9月下旬举行。展会将精
准策划主题展览、专业峰会、美食博览“三大

品牌板块”，通过优化展务管理、传播推广、
服务保障等政策服务，打造高端品牌、品质
食品的专属展会，特别是丰富拓展“淮安食
博会云展平台”功能，常态化发挥线上展览、
产销对接等功能。同时，推动全媒融合传播
推广，聚力打造“食博流量高地”，促进精准
营销对接。

食博会招商招展活动在沪举办

本报福州10月31日电 记者薛志伟
报道：2020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今
天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据了解，2020年
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福州）活动以“提升社
区和城市品质”为主题，涵盖了开幕式、《福
州倡议》宣读仪式、《上海手册·2020年度报
告》首发仪式、主题演讲、城市发展案例展及
相关配套活动等。与会中外代表围绕年度

主题，分享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改善人
居环境方面的经验做法。

为了丰富活动内容，更加深入探讨本次
活动主题，分享福州社区建设经验，提升福
州城市影响力，福州市政府在本次活动开幕
式和主论坛之前组织了 2场专题论坛活
动，主题分别为“品质城市，幸福生活”“完整
社区，共同缔造”。

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在福州举行

在包头开往北京北的G2486次列车上，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公司包头客运段高铁乘务
员在帮忙照看小乘客。包头客运段加强优化乘务组织、改善乘车环境、强化安全保障，便利
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出行。 贾 悦摄（中经视觉）

提升服务质量 便利群众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