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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狠抓种养生产稳供给，强化
市场服务调结构，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促
融合，农业农村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
稳中向优的态势。
夏粮再获丰收，在田作物长势正

常。目前，夏收小麦收获结束。据农业农
村部预计，夏粮面积 4.08亿亩，较上年
持平略减；受播种期阴雨天气及 4月初
低温冻害影响，小麦单产略有下降；夏
粮总产略有下降，但仍是丰收年。夏播
进展顺利，截至 6月 21日，全国已夏播
各类农作物 3.31亿亩，完成夏播意向面
积的 67%，进度同比快 1个百分点。全
国大部地区土壤墒情好、光照足，在田
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南方早稻大部分处
于灌浆期，长势好于上年同期；一季稻
多处于分蘖期，长势好于常年。受前期
干旱影响，东北部分地区玉米出苗不
匀、长势偏差；西南春玉米处于抽雄吐
丝期，西北春玉米处于拔节期，长势好
于上年。
农业结构向优态势明显，种植作物

优质比例提升。在政策和市场引导下，
经营主体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调
整优化农业结构。从春播作物看，预计
早稻、马铃薯、杂粮杂豆面积调减，高蛋
白大豆、优质稻米、高赖氨酸玉米面积
增加。从夏收作物看，区域布局进一步
优化，华北和新疆塔里木河地下水超采
区调减小麦面积 200 多万亩；市场紧

缺、节本降耗的品种增加，优质强筋弱
筋小麦面积占比提高 2.5 个百分点至
30%，节水小麦品种面积占比提高 8个
百分点至 20%。从优质农产品供给看，
新认证绿色农产品 4504个、有机农产
品 1618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136个，绿
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明显增加。

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继续调减，畜
禽产品供求关系有所改善。受规模养殖
户提前出栏和加快淘汰低产母猪等因
素影响，生猪供求矛盾有所缓解。据农
业农村部定点监测，5月份生猪、能繁母
猪存栏环比分别下降 1.9%和 2.5%，同
比分别下降 2.0%和 3.9%。蛋鸡产能调
整到位，5 月份产蛋鸡存栏同比增加
4.1%，1-5 月每只产蛋鸡累计盈利 7.2
元。肉牛、肉羊养殖效益稳定，存栏同比
分别增加 1.1%和 2.0%。随着 5月份启
动海洋伏季休渔，海洋捕捞强度下降。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1-5月海洋捕捞产
量 400.6 万吨，同比下降 3.7%，占水产
品总量比重下降至 18.6%。

农产品价格偏弱运行，鲜活农产品
季节性回落。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
为 101，环比下降 3.2个点，同比增加
3.15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
为 100.9，环比下降 3.7个点，同比增加
3.6个点。其中，粮食价格小幅下降，稻
谷、小麦和玉米月均价环比下降 1%，同
比高 1.3%；棉花价格环比上涨 1.8%，同
比下降 1.6%；食糖价格环比下降 1.7%，
同比跌 16.8%。大豆价格环比持平略跌，
同比下降 10.3%。猪肉价格连续 4个月

下降，但 5 月份跌幅收窄、环比下降
3.4%，同比下降 23.7%；受节日消费带
动，鸡蛋价格环比上涨 3.7%；海洋伏季
休渔制度全面实施，水产品平均批发价
环比下降 1.9%，同比高 2.5%。蔬菜市场
供求宽松、价格继续下降，水果消费需
求明显增加、价格略涨。农业农村部重
点监测的 28种蔬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
6.8%、同比高 6.9%；7种水果均价环比
上涨 0.5%，同比低 6.2%。
新产业新业态增速持续向好，农村

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农产品加工业质量
效益提高。1-4月，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3936亿元，同
比增长 7.3%，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0.3个
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3591亿元，同比
增长 8.7%，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8个百
分点。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增长较快，据
淘宝（含天猫）大数据平台显示，1-5月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等产品销售额同
比增长 25.3%。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快
速发展，预计上半年仅休闲渔业接待人
数同比增长 15.4%。农业农村投资保持
较快增长，1-5月全国第一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 6844亿元，同比增长 15.2%，分
别高于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2.7个和 7.4个百分点，依然是固定资
产投资领域的突出亮点。农村消费增速
快于城市，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21460亿元，同比增长 10.5%，快于城镇
增速 1.2个百分点。其中，粮油食品类零
售额达到 5505亿元，同比增长 9.2%。

主要农业国家气象条件偏差，多数

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小麦主
产国气温升高、降水有限，市场担忧干
热天气可能影响小麦产量，价格环比上
涨 8.7%，达到近 3年的最高水平；部分
玉米主产国天气恶劣，市场担心会影响
玉米生产，价格环比上涨 3.4%，创年内
单月涨幅新高；全球主要棉区天气不利
于棉花生长，价格小幅上涨 1.2%。虽然
南美大豆面积减少、长势偏差，但受供
求宽松、国际贸易格局调整等因素影
响，市场主体对油料市场不乐观，大豆、
豆油、棕榈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1.6%、
1.2%和 0.8%。预计后期，农产品价格仍
将以涨为主，但市场供应总体宽裕，上
涨空间有限。
展望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农村经济

在保持平稳运行的同时，仍需关注两方
面。一方面，狠抓防灾减灾。当前东北局
部旱情仍在持续，南方降雨频繁，防灾
减灾任务重。据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
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东北等地
干旱、华南等部分地区暴雨洪涝灾害以
及台风、风雹等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依
然较大，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
响。各地应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
确保“三夏”顺利收官。另一方面，及时
解决部分农产品滞销卖难情况。当前是
蔬菜、水果集中上市季节，鲜活农产品
易腐蚀、难储运，市场空间相对较小，容
易滞销卖难。各地应及时关注鲜活农产
品生产情况，做好信息服务、产销衔接
等工作，避免农户“丰产不丰收”。

据农民日报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23条
具体措施，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意见》从 8个方面支持小微企

业。包括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建
立分类监管考核评估机制；强化银行
业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激励；拓宽多元
化融资渠道；运用现代金融科技等手
段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健全普惠金
融组织体系；增强财税政策支持力
度；优化营商环境。
《意见》提出增加支小支农再贷

款和再贴现额度共 1500亿元，下调
支小再贷款利率 0.5个百分点；完善
小微企业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支持银

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贷款资
产支持证券，盘活信贷资源 1000亿
元以上；将单户授信 500万元及以下
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
（MLF）的合格抵押品范围。

在财税政策激励方面，《意见》提
出从 2018年 9月 1日至 2020年底，
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
信额度上限，由 100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等。

此外，《意见》还提出进一步缩短
融资链条，清理不必要的“通道”和
“过桥”环节，禁止向小微企业贷款收
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收
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依法依规查
处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内外勾结、弄
虚作假、骗贷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
等。 据新华社

未来三年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将实
现哪些目标？在近日举行的交通运输
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综
合规划司副巡视员毛健介绍，交通运
输部制定了服务全面小康三年行动计
划，对“十三五”后三年交通运输工作
进行了全面部署。

毛健介绍，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
《交通运输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以
下简称《计划》），《计划》主要包括 8 个
方面，共 76项任务，涉及深化交通运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品质建设现代交

通运输体系、高层次建设交通创新体
系、高要求建设交通安全体系等。

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方面，
着力推进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0 年高速铁路里程达到 3 万公里，
覆盖 80%以上的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
以上的城市；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15
万公里，基本覆盖城镇人口 20 万以上
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新增沿海港口
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约 180 个；新增
及改善航道约 2700 公里；民航运输机
场基本覆盖城区常住人口 20 万以上
的城市。基本形成以综合枢纽为节点，
以高品质的快速交通网、高效率的普

通干线网、广覆盖的基础服务网为主
体的更高质量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
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将加

快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构建
多层次、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形成
京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
“1 小时通勤圈”，京津保唐“1 小时交
通圈”。加强对雄安新区和冬奥会保
障，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交通基础设施，按照“1 小时”转场要
求，加快推进 2022 年冬奥会配套交通
项目建设。
在推动运输服务转型升级方面，

推进跨运输方式的客运联程系统建
设，推动航空与城市轨道、高铁等方式
“一票到底”和“行李直挂”。统筹铁路、
公路、航空运输组织、线路衔接、服务
产品协调发展，提供高品质城际客运
服务。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
公交系统合理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城
市公交线路向镇村延伸，推进交通运
输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运输服务新
领域新业态健康发展，增加多样化、个
性化出行服务供给。进一步促进物流
提质增效，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现代物
流服务品质，推动运输服务与产业融
合发展。 据新华社

交通运输部制定
服务全面小康三年行动计划

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文
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5月份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

本报讯（记者 李国华）昨日，记
者从成都市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获悉，为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充分发挥年报在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中的基础性作用，该局联合成华区
国税局采取多种措施，开展 2017年
度活跃企业的年报宣传和催报服务
工作，年报率较往年同期有了较大增
长。截止 25 日，该区企业年报率
87.53，同比增长 3个百分点，个体年
报率 94.27%，同比增长 5个百分点，
农专年报率 100%。
在工作中，为达到精准宣传和

催报效果，该局积极与区国税局衔
接，由国税局提供辖区内税务活跃
企业 44226户，调取税务活跃企业
法人代表、税务联络员联系方式共
计 72620 个有效联络电话号码，开
展精准服务。并在税务服务大厅
LED屏滚动播放年报宣传视频和温

馨提示；服务柜台、大厅摆放该局印
发的“年报温馨提示”、易拉宝展架
等年报宣传资料，向前来办理税务
业务的企业人员进行年报的宣传和
催报。同时，通过税务平台向税务活
跃企业发送年报宣传催报提示信息
18万余条。该局还对税务活跃企业
联系人发送年报宣传和催报信息
60余万条。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清吊”
“僵尸”企业，有效降低年报基数，该
局根据掌握经营异常企业合计 6000
余户，经税务局核对筛查企业税务状
态后，共“清吊”企业 4807户，此举既
清理了部分“僵尸”企业，降低了年报
基数；又为税务清理纳税异常企业，
促使企业前往处理税务异常状态。多
措并举，通过精准宣传和催报服务，
全区年报宣传、催报不留死角，年报
率得到了明显提升。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企业年报率达 87.53%

遗失公告
由于不慎，将渠县工商质监局 2016

年 7月 11日颁发给渠县华泰物流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1725MA62E6QR94）遗失，特
公告声明作废。

渠县华泰物流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江家美玻璃门经销部《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11922600032080）遗失，
特公告声明作废。

南江家美玻璃门经销部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江家美玻璃门经销部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字：510821197604149517）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南江家美玻璃门经销部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南江镇巴山红叶超市公章

（编码：5119220002698）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南江县南江镇巴山红叶超市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青杠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1922MA62D8R98U）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南江县青杠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宜宾市南溪区民政局

2001年 10月 9日颁发的南溪区蔬菜专
业协会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511503MJR123973Q）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宜宾市南溪区蔬菜协会
2018年 6月 27日

遗失公告
南部县天井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511321MA6296LA0N，法定代表
人：罗成刚）不慎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南部县天井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 6月 27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叙永县公安局颁发的叙

永县麻城镇用水户协会公章一枚（印章
编号为：5105249003114）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叙永县麻城镇用水户协会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石棉县登山客餐旅馆《营业执照》正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号 ：
92511824MA65K19K5A，发证日期：2018
年 3月 20日）不慎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徐静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四川浩城佳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800MA6255318M，核准日期：2018
年 6月 11日）不慎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四川浩城佳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陈万云不慎将位于石棉县宰羊乡马

富村二组的林权证【证号：石棉林证字
（2009）第 2411000161 号】遗失，特公告
声明作废。

陈万云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宜宾市南溪区张幺妹鱼鲜火锅《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503600106014）
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张顺英
2018年 6月 27日

遗失公告
富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

3 月 20日核发的富顺兴晨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322000056288）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富顺兴晨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7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511922000010271）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南江县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登记号：
511922665356394）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南江县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66535639-4）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南江县核桃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减资公告

宜宾市南溪区黄沙镇方山村集体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1503MA62HMAA8F）
2018年 6月 25 日经研究决定，同意申
请将注册资本由 10 万元减少到 3 万
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宜宾市南溪区黄沙镇方山村集体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宏美铝业加工厂经研

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
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
告。

印江自治县宏美铝业加工厂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业乡坪所茶场经研

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
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
告。

印江自治县新业乡坪所茶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阿强养殖场经研究决
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
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阿强养殖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朗溪镇孟关养殖场经研

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
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朗溪镇孟关养殖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业乡采穗圃核桃种植

场经研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
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业乡采穗圃核桃种植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杉树乡鑫源茶场经研究

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
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杉树乡鑫源茶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木黄镇潺波水产养殖场

经研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
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木黄镇潺波水产养殖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源昇家具加工厂经研究

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
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源昇家具加工厂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聚龙古楼山庄经研究决

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
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聚龙古楼山庄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杉木林山羊养殖场经研

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
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杉木林山羊养殖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欣源黄牛养殖场经研

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
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
告。

印江自治县欣源黄牛养殖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镇毛寨

茶叶加工厂经研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
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镇毛寨
茶叶加工厂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鸿兴食用菌培育厂经
研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
告。

印江自治县鸿兴食用菌培育厂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业金凤生态养殖场

经研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
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
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业金凤生态养殖场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芳华牧业经研究决定，
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
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芳华牧业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乐山市沙湾区鑫来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511111000013407）经研究决
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
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乐山市沙湾区鑫来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广元市天厚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10800100062830）经股东会决
议，同意申请注销，成立清算组，清算组
由马亮、冉莉、李明杰组成，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
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
公告。

广元市天厚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6月 25日

清算公告
大竹县尚品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24551011355G）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债权
债务人前来办理相关手续，过期责任自
负，特此公告。

大竹县尚品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7日

清算公告

广元市鸿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802MA6253J57A）经股东会决议，
同意申请注销，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母
志全、张萍、张兴华组成，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前
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
告。

广元市鸿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广元市强源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802MA6257399C）
经股东会决议，同意申请注销，成立清
算组，清算组由唐开涌、何德强、俞思
源、张丽丽组成，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前来办
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
告。

广元市强源建材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营山艾丽婚庆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经股东会决定解
散，请与之相关的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
告。

营山艾丽婚庆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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