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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农 业 不 能 忽 视 小 农 户
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变，“大国小农”的基本

农情没有变，土地仍是农民的“命根子”，而改变分散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个

较长的历史过程。应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

最终形成不同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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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堵”结合保安全

疫 苗 要 接 种 ，防 疫 莫 放 松
佘惠敏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乡村

人口的变化引人关注——与 2010年相比，乡

村人口减少 16436 万人；乡村 60 岁及以上老

人的比重高出城镇7.99个百分点。

随着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今

后靠谁来发展现代农业？在乡村人口总量减

少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大背景下，大农业

真会替代小农户吗？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现

实问题，的确值得探讨。

农业农村工作之所以重要，既因为其保

供给的功能关系城乡居民饭碗，又因为其保

稳定的功能关联亿万农民生计。我们要树立

大历史观，遵循历史规律把住农业发展方向，

从历史进程审视农村改革方位。进入新发展

阶段，农业农村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大

国小农”的基本农情没有改变，土地仍是农民

的“命根子”，而改变分散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个

较长的历史过程。实践中尤其要注重惠农政

策的公平性，防止人为垒大户、排挤小农户。

小农户数量占我国2.07亿农业经营户的

98%，其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 90%，经

营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无论过去还是

现在，小农户始终是农业的主力。农业现代

化需要规模，但也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搞以土

地集中为特征的规模经营。因此，中央文件

的提法是“适度规模经营”，“适度”两字很关

键。我们说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最

大的特色就是小农户众多并将长期存在，要

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如果只讲效益效

率，那就应该大规模引进工商资本，经营规模

越大越好，这样可能会很快提高农业产值。

但倘若老板大量代替老乡，也可能给农业农

村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新阶段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涉及的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关系更加

复杂，难度也越来越大。要保持足够的历史

耐心，不能急于一时，不能寄于一事，应把握

好时度效。

早在 2017年，中央就提出要处理好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目

前，225 万个农民合作社带动 1 亿小农户，90 万

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 7000 万农户。虽

说成绩不小，但差距也不小。不少地方支持“三

农”的政策越来越多，但面向小农户的普惠性政

策不多，支持新型主体的政策也较少把带动小

农户作为约束条件。这导致企业和农户竞争有

余、合作不足，有的地方农业规模越来越大，但

农户参与程度越来越低，且不能获得合理增值

收益。

因此，尽管出现乡村人口总量减少与老龄

人口比重增加的情况，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

要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

系不变。在此基础上，应通过承包地“三权分

置”、宅基地“三权分置”和农业社会化服务，

探索多样多变的农业经营方式，优化土地资

源配置，带动小农户、提升小农户、支持小农

户，走同现代农业相结合的道路，最终形成不

同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

一方面，围绕带动小农户，提升新型主体

联农带农能力。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

家庭农场，支持小农户、家庭农场通过联合与

合作发展合作社，让合作社真正为农，使小农

户共享合作收益。丹麦生猪养殖企业皇冠集

团，总资产近 300亿元，是合作社办的。恒天

然集团是新西兰最大的公司，也是合作社办

的，由 10万名奶农共同拥有。合作社办企业

可让农户获得更多收益，不妨支持培育一批

类似的社办企业。

另一方面，围绕提升小农户，建立支持

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要在稳定耕地地

力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生产者补贴等普惠

性补贴政策基础上，创新补贴机制、提高补

贴效能，聚焦提升农民技能、改善设施条件、

增 强 抗 风 险 能 力

等，引导小农户参

与 农 业 多 种 功 能

开发，发展富民乡

村产业。

自 5 月 13 日安徽报告新冠肺炎本

土确诊病例以来，连续几天，安徽省合

肥市、六安市，辽宁省沈阳市、营口市，

检 测 出 多 个 确 诊 病 例 和 无 症 状 感 染

者。这是在“五一”假期后突然敲响的

疫情警钟。

从某种程度上说，疫情是最强效

的疫苗接种令。此前，很多开启疫苗

接种的地方，民众对接种存在犹豫情

绪，紧迫感不强，动力不足，有些地方

还通过送鸡蛋等小福利鼓励人们及时

接种。在近日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后，

人们抢着打疫苗，有些市民还冒雨排

队接种。

人们打疫苗的积极性大增，从数据统

计可以明显看出：5月 13日，我国单日接

种1263.8万剂次，这是自3月24日我国启

动新冠疫苗接种日报制度以来单日最高

接种量。紧接着，5 月 14 日单日接种

1372.3 万剂次，又突破了 13 日的纪录。

5月15日、16日是周末，但接种剂次仍在高

位，分别达1235.4万剂次和1395.1万剂次。

单日接种剂次达到 1200 万剂次以

上规模，已基本与我国当前的疫苗日产

量持平。从总数看，截至 2021 年 5 月 16

日，我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 40693.8

万剂次。而要建立七成人接种疫苗的

免疫屏障，我国需要给 10亿人接种 20亿

剂次疫苗。已接种剂次与目标剂次，大

约还差 16亿，如果能保持目前这样每天

超过 1200 万剂次的接种频次，那再过四

个半月即可完成目标。

新冠疫苗要在保障供应的基础上有

序接种。面对连续几天的疫苗接种高

峰，合肥市委 5月 15日研究决定，倡导全

市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市直单位党员

领导干部，要让群众优先接种疫苗，特别

是要让一线工作人员优先接种疫苗。这

一做法值得称赞。当群众犹豫要不要打

疫苗时，党员干部带头接种是一种示范；

当群众争相接种时，党员干部退后礼让

是一种担当。

疫苗问世标志着人类应对新冠疫情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疫苗能否实现全球

覆盖，是人类能否战胜新冠疫情的重要

因素。疫苗能否实现全国覆盖，也是在

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国能否在恢

复正常工作生活的同时，保住前期疫情

防控重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国内不时出现的零星疫情提醒人

们，常态化疫情防控不能放松。构建免

疫屏障需要全体国民的继续努力，需要

大家告别“疫苗犹豫”，口罩要戴，疫苗要

打，发热要测核酸，防疫不可松懈。

最近，在天津消协约谈企业的现场，知

名户外运动品牌 THE NORTH FACE

（北面）也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寡人无

疾”“讳疾忌医”——当消协指出北面品

牌的冲锋衣没有按照冲锋衣标准生产、

涉嫌虚假宣传时，北面却提出该标准“归

口”全国体育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运

动服装分会，而自己不是体育用品。言

下之意，这个标准管不着自己，自己没有

问题。

此前，北面还多次拒绝京津冀三地

消协的社会监督，要么拒绝整改，继续以

“冲锋衣”为名销售宣传普通服装，要么

公开约谈时故意不到场，这在全国消协

组织的监督过程中十分罕见。

北面提到的“归口”是标准制定中的

专业术语，即标准由哪家单位制定。不

管《户外运动服装冲锋衣》国家标准由哪

一部门归口制定，该标准由国家标准委

批准发布后，就成为冲锋衣生产的推荐

性国家标准，企业就算不采用，也应有更

高的企业标准，而不是绕开标准，直接拿

夹克或者休闲服来冒充冲锋衣。

而且，根据正常理解，冲锋衣应该是

户外运动的专业服装，在防水透气保暖

性能方面要高于普通休闲服，这也是消

费者愿意花更高价格购买冲锋衣的主要

原因。因为不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企

业就视若无睹；消费者辨别不清，企业就

弄虚作假；消协组织没有执法权，企业就

怠慢应付……这不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应有的态度。这不仅是企业对消费者权

益的漠视、对自身责任的逃避，更是对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无视。

三地消协指出的问题，企业只要及

时整改，不会有太大损失。然而，北面等

企业竟敢于跟三地消协“抬杠”，再次提

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牙齿还不够锋

利。消协组织应当与市场监管部门联

动，采取举报、公益诉讼等手段，坚决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消协组织还

可与电商平台联动，将结果告知平台，要

求平台督促企业整改，并增强动态监管，

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最后，借用天津消协的话提醒北面

等企业，企业的“归口”是哪儿不重要，但

应谨记自己的“出口”是消费者，对消费

者负责才是第一位的。

“抬杠”消协是对消费者的无视
佘 颖

针对媒体报道某微博大 V爆

料某上市公司与市值管理机构合

谋进行“市值管理”“坐庄赖账”等

情况，中国证监会5月16日表示，

已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部分股票

价格立案调查。抛开本案细节不

论，近年来以市值管理之名进行

违法违规操作的行为时有发生，

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深思。

市值管理，一般是指上市公

司从稳定和提升公司市值出发，

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制度

规划和财务运营，使股价充分反

映公司价值的一系列管理行为。

在合法、合规框架下，上市公司的

一切经营行为，无论是投资、融资

或是股利政策等都应围绕市值最

大化这个核心目标进行，使公司

市值准确、真实地反映其内在价

值，这是市值管理的核心所在。

目前，在新证券法框架下，我

国资本市场总体投融资氛围和信

息披露环境日渐改善，多数上市

公司和主流资管机构能通过分

红、回购、大股东增减持等正规市

值管理渠道推动市值最大化。但

也有极少数机构和公司沆瀣一

气，背离未来发展目标，用坐庄拉

抬、操控市场、内幕交易等手段，

妄图违背市场规律和法规要求，

走上了“伪市值管理”的邪路。

这些行为，并非为了纠正公

司内在价值与股票市值之间的偏

离，而是诱导机构和投资者接盘

垃圾股，尤其是“收割”在信息获

取、专业水平上处于弱势的散户，替“庄家”获取不法利

益，不但损害A股个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扰乱市场

正常的交易和投资秩序，更将动摇市场诚信根基。

投资者想获取财富的诉求合情合理，但获取财富的

方式必须合法合规，遵循互利共赢原则，在公正、公平、公

开的赛场进行。对那些以市值管理为名、行违法违规之

实，最终坑害投资者的行为，必须严查严打。

监管部门应对恶性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保持

零容忍态度。对涉嫌伪市值管理的上市公司、私募基

金、公募基金等，证券监管部门应联合公安、财税、司法

等部门依法彻查严处，坚决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秩序。

那些想要或正在进行市值管理的机构投资者和上市

公司，应正确认识市值管理的内涵和目的，围绕企业内在

价值，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开展工作，特别是上市公司应

回归价值创造本源正途，杜绝通过不法行为谋取私利。

只要公司能专注创造价值，其股价终会得到市场认可，市

值也终将实现稳定增长。

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务必对

上市公司和资管机构做到充分了解。既要时刻保持风

险意识，避免自有资金被某些无良资管机构拿去接盘

垃圾股，又要时刻关注各类信息披露公告，做好事前的

投资风险研判和调研工作，尽量选择信誉良好、公司市

值稳健的上市公司和资管规模较大的投资机构。一旦

受到伪市值管理行为侵害，个人投资者还应学会使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日前，成都一男子推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爆燃致

多人烧伤的事件备受社会关注。近年来，随着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停车难、充电难问题凸显，

因其“上楼入户”导致的火灾事故时有发生。除了需

要坚决制止在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

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的行为，有关部门

和相关单位还应加大投入，规划和建设更多的停放

场所和充电设施，更好解决充电和停放需求问题，

“疏堵”结合保安全。 （时 锋）

从某种程度上说，疫情是最强效的疫苗接种令。新冠疫苗能

否实现全国覆盖，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国能否在恢复

正常工作生活的同时，保住前期疫情防控重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与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CPI） 是观察和评价经济运行情况的两

个重要指标。央行近日发布的 《2021 年第一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指出，近年来我国 PPI 向

CPI 的传导关系明显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起伏

波动对我国 CPI 走势的影响也相应较低。报告说，

我国作为大型经济体，若无内需趋热相叠加，仅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并不容易引发明显的输

入性通胀。报告还强调，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可能阶段性推升我国 PPI，但输入性通胀的风险总

体可控。

CPI 与 PPI 分别显示着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商

品与服务的价格变动，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一方

面，PPI 中的生产资料变动必然带动 CPI 中任何一

个权重因子的变化。比如，作为生产资料的原油价

格上涨，就会增加 CPI中权重因子里的猪肉、蔬菜

等运输成本。另一方面，PPI 中的消费资料内容也

与CPI的因子构成多有交集和重叠。可以看出，PPI

既可以在生产资料端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对 CPI进行

价格传导，也可以在消费资料环节通过消费品价格

的变化直接引起CPI的变化。

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出现连续上涨势头。

由于经济全球化、期货市场价值发现功能等因素作

用，国内大宗商品与海外大宗商品同步性较强、联

动性较高，带动了 PPI 指标的变动。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4 月份我国 PPI 同比上涨 6.8%，创出 2017

年 11 月份以来新高；同时，4 月份国内 CPI 同比上

涨0.9%，不仅创出去年10月份以来的新高，而且出

现连续 4 个月同比涨幅回升的态势。在具体分项指

标中，4 月份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笔记本电

脑等工业消费品价格均出现了 0.6%至 1.0%的涨幅，

通信等服务产品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引起 PPI 上涨，进而触发 CPI 上涨的成本推

动型通胀初见端倪。

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概率存在

继续上涨的可能，加之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形成的需

求共振，PPI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攀升。但是，PPI

最终能否传导到 CPI，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般

来说，PPI 传导至 CPI，离不开居民消费的牵线搭

桥，但目前来看，国内经济复苏的供给端好于需求

端，整体消费还未复苏到疫情前水平。而且，目前

国内消费类商品在供给端总体呈现过剩状态，市场

竞争激烈，终端产品涨价会很慎重，企业很难将上

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全部成本完全转嫁给终端消费

者，CPI即便出现上升也幅度有限。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作为 CPI 的重要权重因

子，猪肉的价格作用值得格外关注。数据显示，

国内生猪供给已基本恢复。年初至今，猪肉价格

降幅已超过 20%。在猪肉价格总体趋于下降、粮食

连续多年丰收、农产品自给率总体较高的情况

下，今年我国 CPI 涨幅将较为温和，很难有过头

表现。

综上，基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现实，国

内 PPI 的上升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对 CPI 的传导

有一定必然性，但因传导渠道和供给方面的原因，

特别是若无内需趋热相叠加，今年 CPI的涨幅将是

有限的，输入性通胀风险总体可控。

客 观 认 识 PPI 向 CPI 的 传 导
张 锐

CPI与PPI分别显示着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变动，二者有一定

的联系。基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现实，国内PPI的上升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对CPI的传导有一定必然性，但因传导渠道和供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若无内需趋热

相叠加，今年CPI的涨幅将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