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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主抓水稻，又轮作油菜；既保播
种面积，又算好增收账……3月下旬，
记者在我国油菜主产区湖南、江西看
到，各地政府、油菜种植大户、加工企
业着力扩面增产、提质增油，通过“油
菜+”模式增效增收，共同保障国家粮
油安全。

保产量

满目金黄，香溢沃野。3月下旬，
在江西省南昌智慧大田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油菜田里，员工正驾驶挖掘
机清沟排水。“防止渍害，减少油菜菌
核病发生。”公司副总经理肖继人
说，近千亩油菜已进入末花、结荚期，
去年晚稻收割偏晚，油菜错过最佳播
种期，年初低温雨水天气又影响油菜
正常生长。“但仍有500多亩油菜长势
良好，要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
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长江
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近年来，
江西坚持以“粮油双料大户”为主体，
统筹用好政策项目资金，大力推广“一
季稻+再生稻+油菜”“双季稻+油菜”
等模式，不断扩大油菜生产，预计
2022年夏收油菜面积达800万亩，有
望创近7年来新高。

扩播面，保产量。湖南油菜播种
面积和产量常年居全国前列，湖南省
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唐建初介绍说，湖
南有2500万亩左右耕地适宜发展油

菜生产，相对于现有油菜2000万亩，
还有 500 万亩左右的扩面空间。
2021年湖南油菜产量创历史新高，只
要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短时间内
单产可提高20公斤以上。

要想产得多，就要种得好。江西
把提质增油作为重要抓手，实施油菜
联合播种、缓控释肥等高效栽培技术，
推广适宜本区域的油菜“445”绿色高
质高效技术，带动全省优质油菜种植
比重达到95%。湖南也正在大力推
广合理密植、菌核病综合防治等关键
技术，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平衡增产，近
3年来湖南低芥酸、低硫苷优质油菜
品种覆盖率已达98.3%。

促增收

既扩大种植面积，又促进增产增
收，江西、湖南种植户纷纷开启“油
菜+”模式。湖南油菜种植大户陈
正平说，他采取轮作方式种了680亩
油菜，其中“稻油”480亩，“稻稻油”
200 亩。先收油菜薹，每亩纯利润
700元左右；收完油菜薹后再收300
多斤油菜籽，每亩纯利润400元左右，
稻、薹、籽综合算下来，每亩每年纯利
润1300元左右。

在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上湾村，
百亩怒放的油菜花吸引了众多游客。
村党支部书记黄辅玺欣喜地说，以花
为媒，上湾村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在
家门口摆摊设点售卖客家美食，开“农

家乐”发展乡村旅游，种油菜还能培植
绿肥改善土壤，一举多得。

湖南省南县乌嘴乡罗文村早在
2015年就种了1800亩油菜，并在每
栋村民房屋墙体创作涂鸦，打造“罗文
花海涂鸦艺术村”。为追求差异化和
特质化，罗文村去年又试种了150亩

“五彩油菜花”，以“3D艺术造景”的形
式吸引游人。

从2018年起，湖南已举办了多届
油菜花节。据初步统计，2021年在省
级油菜花节带动下，全省共有38个县
举办油菜花节，共吸引游客587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4亿元。

走进江西一家油菜籽加工企业，
记者看到自动化机器设备阵阵轰鸣，
厂区内油香扑鼻，萃取、研磨造粒、灌
装……生产线全程智能化运转。作为
江西油菜籽深加工龙头企业，这家公
司根据不同群体对菜籽油的需求，开
发了浓香、纯正菜籽油系列产品。

湖南省安乡县绿叶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叶虬说，他种了1万多
亩油菜，通过卖油菜薹、榨油、养蜂，获
得了不错的综合效益。

盼扶持

在江西省全南县南迳镇中切村，
油菜种植大户谭立明200多亩饱满的
油菜籽即将收获，他有“喜”有“忧”也
有“盼”。喜的是拿到了政府免费提供
的种子和每亩300元的补助；忧的是

种植面积大，一旦遇到病虫害，到手的
收成就泡汤了。他盼着农技专家多来
田间指导，开展业务培训，组建本土

“农医生”队伍，帮农民种出好收成。
“由于南方存在稻油轮作茬口问

题，去年公司种的不少油菜只能用于
观赏油菜花，等4月初旋耕沤田后当
成绿肥还田。”肖继人说，如果全程采
用机械化，每个环节都实现“秧苗等
田”，就能实现“稻稻油”或“稻再油”的
种植方式，希望国家在鼓励农业全程
机械化作业方面进一步扶持。

江西省乐安县山砀镇流坊村村民
陈友发向记者算账说，即使用自家农
机翻耕土地，但由于燃油、农资、人工
等费用上涨，一亩油菜的投入成本在
300元以上。叶虬也坦言，当前农民
种油菜的成本还是太高，希望国家进
一步遏制农资价格过快上涨，对种植
大户加大补贴力度。

“村里1370亩油菜大部分集中连
片，由村集体统一代翻耕、代播种，村
民认领种植，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江
西省乐安县山砀镇桐江村村民黄兴宗
今年认领了49亩油菜地。他说，为推
广油菜种植，去年10月村集体出资购
买了3台油菜联合播种机，除去国家
农机补贴外还花了5万多元。如果地
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油菜种植服
务，实现规模化连片种植，大户还是很
乐意利用冬闲时间种油菜。

新华社南昌3月29日电

油菜花里望丰稔
——我国部分油菜主产区扩大种植促进增收观察

受供需两方面利空打压，国际原油
期货价格在隔夜市场显著下跌，28日
盘中震荡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均大幅
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
所 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
跌7.94 美元，收于每桶105.96 美元，
跌幅为 6.97%。5 月交货的伦敦布
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下跌 8.17 美
元，收于每桶 112.48 美元，跌幅为
6.77%。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表示，当日油
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疫情蔓延引发投
资者对石油需求的担忧。俄罗斯和乌
克兰将在29日进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的
消息，也促使油价下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
日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代表团或
将于29日在土耳其举行谈判。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在乌俄即将进
行的新一轮会谈中，乌方目标是尽快实
现和平及恢复正常生活。

受俄乌冲突爆发和多国对俄罗斯
实施制裁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在3月
份呈现高位暴涨暴跌态势。多个市场
研究人士仍然认为油价目前面临上涨
压力。

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
析师菲尔·弗林认为，虽然关于和平和
停火的评论促使石油市场出现抛售，

但事实是不管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否能
实现和平，欧洲仍依赖于俄罗斯的油
气。

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
官马克·黑费尔认为，自俄乌冲突爆发
以来，制裁和供应中断让形势处于快速
变化之中。俄罗斯作为重要的能源生
产国无法轻易被替代，大宗商品价格目
前依然面临上涨风险。

道明证券公司表示，在出现巨大供
应中断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将继续反映
能源供应风险的上升，仍然预计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将继续上涨。

路透社28日报道说，鉴于产量基
准的调整，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5
月份的日产量上限预计将提高43.2万
桶。

美国维兰德拉能源公司首席财务
官马尼什·拉杰表示，由于伊朗和俄罗
斯产量不大可能达到此前的产量上限，
产量基准调整带来的实际日产量增长
将会少于2万桶。这与俄罗斯和哈萨
克斯坦原油产量减少相比，不过是杯水
车薪。

受恶劣天气影响，哈萨克斯坦一个
原油出口终端近期受到冲击。

按照计划，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将在31日召开月度会议确定5月份
的原油产量。

新华社纽约3月28日电

供需利空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据新华社重庆3月29日电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等七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文件，对服务业领域困
难行业企业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免申即享”，并提出力争让符
合条件的企业在4月底前享受到
稳岗返还政策。

据介绍，此次政策的享受对
象为餐饮业、零售业、文化旅游
业、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民航业
的企业，并需满足在2021年全年
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
纳 2021 年度失业保险费等条
件。在稳岗返还标准方面，上述
文件明确，大型企业返还标准为
该企业及其职工2021年度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30%，中
小微企业为该企业及其职工
2021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总额的60%。

重庆：

服务业企业享受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29
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近日出台措
施，从规模化奶牛养殖、生鲜乳喷
粉、优质奶牛培育，到奶牛疫病防
控，及至乳业创新平台建设等方
面，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与支持，
以进一步推进奶业振兴。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近下发
的《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九条政策
措施的通知》显示，自治区财政对
2021年以后建成的3000头规模
养殖场补贴 600 万元，每增加
500头再补贴100万元，并要求
盟市按自治区补贴资金的20%增
加配套，主要用于规模化养殖场
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

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利用专
项债新建以规模化奶牛养殖场
为主要内容的奶业发展园区，内
蒙古自治区在专项债安排上给
予重点支持；对国家和自治区级
乳制品加工龙头企业生鲜乳加
工增量给予补贴。自治区财政
每年还将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国
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主要
用于科技创新、研发和重点课题
攻关。

内蒙古出台措施
推进奶业振兴

3月2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超
市的食用油货架出现了供货紧张的情
况。

近日，比利时汽油、柴油价格有所
上涨，部分超市食用油、面粉供货紧张
并采取了限购措施。 新华社发

比利时部分商品涨价采取限购

一、主要地类数据成果
（一）耕地6557.46 公顷（9.84 万亩）。其中，水田

4208.72公顷（6.31万亩），占64.18%；水浇地1626.81公
顷（2.44万亩），占24.81%；旱地721.93公顷（1.08万亩），
占11.01%。

位于2度以下坡度（含2度）的耕地6107.78公顷
（9.16万亩），占全市耕地的93.14%；位于2—6度坡度
（含6度）的耕地344.74公顷（0.52万亩），占5.26%；位于
6—15度坡度（含15度）的耕地98.51公顷（0.15万亩），
占1.50%；位于15—25度坡度（含25度）的耕地4.02公
顷（60.30亩），占0.06%；位于25度以上坡度的耕地2.41
公顷（36.15亩），占0.04%。

（二）园地9782.98公顷（14.67万亩）。其中，果园
6686.59公顷（10.03万亩），占68.35%；茶园1.09公顷
（16.35亩），占0.01%；橡胶园0.10公顷（1.50亩），占比不
足 0.01%；其他园地 3095.20 公顷（4.64 万亩），占
31.63%。

（三）林地45916.46公顷（68.87万亩）。其中，乔木
林地 39206.42 公顷（58.81 万亩），占 85.39%；竹林地
194.89公顷（0.29万亩），占0.42%；灌木林地5886.23公
顷（8.83万亩），占12.82%；其他林地628.92公顷（0.94万
亩），占1.37%。

（四）草地5508.77公顷（8.26万亩）。其中，人工牧
草地 12.38 公顷（0.02 万亩），占 0.22%；其他草地
5496.39公顷（8.24万亩），占99.78%。

（五）湿地9191.27公顷（13.79万亩）。湿地是“三
调”新增的一级地类，其中，红树林地531.56公顷（0.80
万亩），占5.78%；森林沼泽163.87公顷（0.25万亩），占
1.78%；灌丛沼泽2.56公顷（38.40亩），占0.04%；沼泽草
地23.34公顷（0.04万亩），占0.25%；沿海滩涂8070.28
公顷（12.11 万亩），占 87.80%；内陆滩涂 398.03 公顷
（0.60万亩），占4.33%；沼泽地1.63公顷（24.45亩），占
0.02%。

（六）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37461.75 公顷（56.19 万
亩）。其中，城市用地14867.92公顷（22.30万亩），占
39.69%；建制镇用地 19729.26 公顷（29.59 万亩），占
52.66%；村庄用地2049.08公顷（3.07万亩），占5.47%；
采矿用地543.20公顷（0.81万亩），占1.45%；风景名胜
及特殊用地272.29公顷（0.41万亩），占0.73%。

（七）交通运输用地5888.31公顷（8.83万亩）。其
中，铁路用地172.28公顷（0.26万亩），占2.92%；轨道交

通用地 17.16 公顷（0.03 万亩），占 0.29%；公路用地
3927.49公顷（5.89万亩），占66.70%；农村道路775.23
公顷（1.16万亩），占13.17%；机场用地513.47公顷（0.77
万亩），占8.72%；港口码头用地463.42公顷（0.70万亩），
占 7.87%；管道运输用地 19.26 公顷（0.03 万亩），占
0.33%。

（八）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50305.17公顷（75.46万
亩）。其中，河流水面10604.85公顷（15.91万亩），占
21.08%；湖泊水面0.15公顷（2.25亩），占比不足0.01%；
水库水面1283.58公顷（1.93万亩），占2.55%；坑塘水面
33882.26公顷（50.82万亩），占67.35%；沟渠3770.73公
顷（5.66 万亩），占 7.49%；水工建筑用地 763.60 公顷
（1.15万亩）占1.52%。

二、以加强“三调”成果应用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自
然资源管理水平

“三调”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后统一开展的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三调”数据成
果全面客观反映了我市国土利用状况，针对数据成果反
映的问题，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压实各级党
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实行党政同责，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确保可以长期稳定
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从严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
用地，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
行为。

（二）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生态建设。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坚决守住
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全面推行林长制，统筹推进自然保
护地建设，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三）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推进空间善治和结构优化。建立健全永久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管控制度，对所有国
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推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全覆盖。大力挖潜盘活存量低效用地特别是存量工业
用地，统筹推进“三旧”改造、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
全面提高各类土地利用效率。

（四）要加强“三调”成果共享应用。“三调”成果是我
市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重要政策举措的基
本依据，将“三调”成果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相关专
项规划的统一基数和底图，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
撑，推进我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珠海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统计局

珠海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主要数据公报

（2022年3月）

2018年9月，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统一部署，珠海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全面启动，通
过采用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优于1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作为调查底图，广泛运用“互联网+调查”方式方
法，全流程严格实行质量管控，近200名调查人员历时三年，调查图斑166110个，全面查清了以2019年12月31
日为标准时点的我市国土利用状况，现将全市主要地类数据公布如下：

新华社上海3月29日电 上海市
29日发布《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防疫和消杀支出给予补贴支持、
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等21条
具体措施。初步测算，仅税收相关政
策2022年就可以为上海相关行业和
企业减负1400亿元左右。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阮青表
示，“若干政策措施”一是全面落实国
家助企纾困政策，比如国家政策规定
对零售和餐饮企业免费开展员工定期

核酸检测费用给予补贴支持、比例不
低于 50%，上海市给予全额补贴支
持。二是针对本轮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研究制订更大力度的扶持政策，如上
海市房屋租金减免对象从国家规定的
服务业拓展到所有行业。

针对企业经营资金短缺问题，上
海此次出台的政策措施把退税放在前
面。“去年上海市享受留抵退税企业
3000余户，今年预计存量和增量留抵
退税企业会有大幅增加，可达25万
户。”上海市税务局副局长庞为说。

近期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提出对
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免除部分2022年租金。上
海市国资委总经济师陈东表示，上海
在落实国家政策的基础上，适当放宽
了免租范围，覆盖到所有行业的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具体来说，对所有地区内承租上
海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免除2022年3个月租金；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街
镇行政区域内承租上海国有企业房屋

的，再增加免除3个月租金，合计免除
6个月租金。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零售、餐饮
等行业受冲击较大，也因此成为上海
纾困政策的重点。除了对零售和餐
饮重点岗位从业人员核酸检测费用
给予全额补贴支持，上海还在研究会
展业支持政策。受疫情影响，许多展
会都延期或停办，上海将研究对部分
困难企业或克服疫情影响在2022年
举办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给予补
贴支持。

退减税、免房租、给补贴

上海发布21条助企纾困政策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记者3
月28日从高新区获悉，近日，广东省
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发布《关于颁发
2021年度广东省精准医学科学技术
奖的通报》，正式公布了2021年度广
东省精准医学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珠海通桥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缺血性脑卒中螺旋开
放式取栓支架”成果科技获得创新奖
二等奖。

据了解，近年来，受到人口老龄
化、城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我国医
疗器械行业持续飞速发展，其中高值
医用耗材市场增长速度更是排名行业
前列，年均增速超20%。血管介入市
场作为高值医用耗材最大的细分市场
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神经介入治疗
相较于心内介入治疗更加困难，对手
术的技术、器材等要求更高，因此被誉
为介入手术“皇冠上的明珠”，但是国
内市场却被进口产品占据80%以上的
市场份额。

2020年，通桥医疗取栓支架产品
入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创新

医疗器械产品”名单，成为珠海市唯一
一家入选该名单的企业。该公司取栓
支架成功解决了取栓支架国产研发领
域“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在同类产品中
实现了“国产取代进口”的突破。

此次获奖的“缺血性脑卒中螺旋开
放式取栓支架”项目为通桥医疗自主研
发的新一代高水平国产取栓支架产品，
可用于患者急性缺血性中风发病时，通
过机械性消除堵塞在颅内血管内的血
栓以恢复血流，具有良好的血栓夹持力
等优点。该项目具备多项自主知识产
权支撑，并已经获得了三类医疗器械注
册证与欧盟CE认证，在临床应用得到
好评如潮。

据了解，通桥医疗于2016年在高
新区注册成立，是一家从事神经介入医
疗器械自主研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
高新技术企业。

通桥医疗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公
司将继续加强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
深耕神经血管介入领域，扎实推动以技
术创新带来的技术飞跃，促进研发成果
转化。

高新区一企业斩获省精准医学科学技术奖

“通桥造”支架 破了外商“锁喉功”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2022年
3月，经全球三大权威国际信用评级机
构之一的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评定：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珠海港集团”）首次国际主体信用评级
为投资级，信用评级展望“稳定”。珠海
港集团成为继华发集团后珠海市第二
家公开国际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投资
级的市属国企。

据了解，本次评级先后经历了相关

政府部门访谈，及珠海港集团相关领导
管理层会议，珠海港集团资金管理部严
格按照评级要求推进。

2021年，珠海港集团在多元化布
局下，深耕港口航运物流及新能源两
大核心业务板块，实现了内生式增长
与外延式扩张协同发展。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获评投资级国际主体
信用评级，再次肯定了珠海港集团较
强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为珠海港集
团在境外资本市场的首次亮相夯实了
牢固基础，也有利于促进国内主体信
用评级的进一步提升。集团将进一步
开拓境内、境外多种渠道融资格局，降
低融资成本和风险，助力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珠海港集团获投资级国际主体信用评级

为集团在境外资本市场首次亮相夯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