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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1日电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今年再获
丰收，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但也存在库存大幅增
加、价格下降等问题。要多措并
举，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
性。

分析人士认为，会议确定的稳
粮增收措施十分及时，有利于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粮农切身利
益。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有可能实
现‘十二连丰’，但库存压力大、粮
价走低已成为‘丰收的烦恼’。如
果不及时出台稳粮增收的措施，随
着秋粮的大范围入市，种粮农民可
能面临‘卖粮难’问题。”中国社科
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针对这一问题，会议明确指
出，抓好秋粮收购，加大仓储设施
建设投入，加快在建粮库和维修改
造进度，按需追加跨省移库计划，
加大北粮南运，抓紧出台鼓励加工
企业入市购粮政策，严查“打白
条”、压级压价，防止“卖粮难”。

会议还指出，要改革粮食价格

形成和收储机制，完善玉米、大豆
补贴政策，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
明年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会议提出小麦、稻谷等口粮
明年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稳
定了市场预期，保护了农民种粮积
极性，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对保
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中国农科
院研究员秦富说。

“政策需要不断完善。”秦富同
时表示，历史上看，连续实行多年
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给市场带来粮
价刚性上调的预期，造成了粮价越
来越高、国内外价差扩大等现象，
长期来看，扭曲了粮食市场，不利
于粮食的稳产和农民增收，会议提
出的“改革粮食价格形成和收储机
制”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对东北和内蒙古大
豆、新疆棉花启动目标价格补贴试
点。根据改革方案，如果农民卖棉
花和大豆低于此前确定的目标价
格，则由国家对其进行补贴。专家
认为，以目标价格制度为方向，改
革原有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
度，有望最终解决当前我国粮食市
场面临的种种难题。

国务院常务会部署稳粮增收工作

明年继续实行
最低收购价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1日电
国家能源局 11 日发布消息说，“十
三五”我国能源发展要重点落实

“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周边和沿线
能源国际合作，推动重大能源项目
落地，并继续推进核电、水电、火电
及特高压输电“走出去”。

国家能源局当日发布的消息
说，该局近日召开全国“十三五”能
源规划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发展将围
绕增加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增

加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煤炭清洁
利用水平三个目标，继续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加快重点领域用能方式
变革。

同时，要优化产业布局，合理
调控煤炭、火电、炼油产能建设，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着力推进能源系
统优化，实施电力和天然气调峰能
力提升、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发
展、互联网 +智慧能源等行动计
划，显著提高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
平和运行效率。

我国拟推核电“走出去”

据新华社武汉 11月 11日电
湖北省人民政府北斗产业重大成
果发布会 11 日在武汉举办。会上
透露，湖北省在北斗关键技术上取
得重大突破，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
司研制的我国首款量产 40 纳米高
精度北斗导航应用芯片正式发布。

此次发布的 40 纳米高精度北
斗导航应用芯片命名“启梦”。该
款芯片支持北斗地基增强系统、达
到亚米级定位精度；支持辅助快速
定位，首次定位时间小于 2 秒；支
持北斗栅格码，提高了位置服务搜

索进度。同时，在降低功耗、抗干
扰以及支持多种扩充等方面具有
独创技术。

湖北省副省长许克振介绍，
“启梦”芯片拥有数十项核心技术，
其性能、功耗、工艺、价格等都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完全具备与国际
同类产品同台竞争的能力。

中科院院士孙家栋指出，此次
40 纳米高精度北斗导航应用芯片
的发布，对于推动北斗应用，推动
相关产业链转型升级，以及维护国
家信息安全等都有积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1日电
环保部 11 日通报称，截至 11 日上
午，我国东北地区空气重污染形势
有所缓解，预计 12 日至 14 日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部分城市可能会出
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

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
介绍说，12 日至 14 日，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不利，空
气相对湿度较大，污染物容易累
积，受此影响，区域内部分城市可
能会出现一次重度污染过程，其
中，北京、石家庄、廊坊、保定、衡

水、济南、聊城、淄博、莱芜、德州和
郑州等城市出现重度污染可能性
较大。15 日至 16 日，扩散条件略
有好转，京津冀北部以良至轻度污
染为主，中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
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重度污染。

针对本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空气重污染过程，环保部已要求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相关省份切实做
好空气重污染过程应对工作，进一
步强化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最大
程度减轻空气重污染过程造成的
影响。

京津冀今起
或现空气重污染

首款 40纳米高精度
北斗导航应用芯片发布

国家邮政局预计,今年“双 11”期间快件
业务量将超过 7.6 亿件。“双 11”能否突围爆
仓困局？正在加快转型升级的中国快递业，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考”。

快递业为何屡遭“吐槽”？

被称为经济“黑马”的中国快递行业,一
直遭遇着“吐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力
不足、水平较低、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也日
益凸显。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多数物流企业信息
化水平不高，比如在物流发达国家已经普遍

应用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仓储、运输、搬运等
技术装备，在我国物流企业的普及率较低。
一部分中小型物流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自己
的内部信息平台，也缺乏全行业统一的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

此外，快递行业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流动性大。每逢“双 11”及节假日促销季前，
各大快递公司就要“招兵买马”。而临时招
揽的人员大多只培训一天，有些甚至没有培
训就上岗，因此，“丢包”“偷包”“拆件”“摔
件”等事件屡屡发生。

运力不足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瓶
颈。“中国航空企业现役的全货机总数量不

足 100 架，而美国仅联邦快递一家快递企业
的自有货机就超过 600 架。”中国快递协会副
秘书长杨骏说。

“软硬兼施”加速升级迎“大考”

今年以来，各大快递公司纷纷借助大数
据和信息化改造，软硬兼施打造“中国物流”
升级版。

“前几年每逢‘双 11’就暴露出许多问
题，主要是不知道快递量有多少，怎么准
备。现在菜鸟网络的数据预测准确率接近
了 90％，给了快递企业很大支撑。”中通快递

营运副总裁倪根炎说。
记者了解到，菜鸟网络今年推出了升级

版的大数据平台“菜鸟天地”，从时段预测跃
升为每日网点包裹派送量实时提前预报，覆
盖范围涵盖中国 50％以上的快递包裹，预报
准确率达到 90％以上。同时，共享的中国气
象局的天气信息、多家快递公司的数据将进
一步提升全行业物流效率，降低成本。

与此同时，各大快递公司也开始通过硬
件的信息化改造提升效率。消费者可能会
记得，以前收到包裹，快递单会被记号笔画
得五颜六色，而如今的快递单正逐渐被带有
条形码打印的“电子面单”所取代。

倪根炎说，改用电子面单后，大数据会
自动计算出分单路径，将包裹分到距离消费
者最近的网点。目前电子面单全行业覆盖
率已超过六成，“双 11”期间有望超过八成。

提高运力24小时开足“马力”

截至 11 日 16 时 54 分，菜鸟快递网络累
计物流订单量约 3.495 亿单。包裹量不断刷
新纪录，巨量包裹件能否按时按序顺利送
达？记者 11 日采访发现，各快递公司正全情
投入，24 小时开足“马力”。

中通在原有 1.5 万辆多种类揽收车的基
础上，又增加了 2600 辆车及近 1.5 万名临时
揽收人员。韵达则开通了 100 多条临时路
线，保障较大的枢纽、节点城市运转顺畅。

在运力方面，航空运输成为今年运力提
升的热点。

记者了解到，“双 11”前夕，顺丰新增 2
架全货机，自有的全货机增至 22 架。加上包
机，顺丰机队总体规模达到 42 架。今年，圆
通成为继 EMS、顺丰之后第三家拥有专机的
国内快递公司。购置专机已渐成快递行业
的趋势。

与此同时，老牌航空快递企业——中国
邮政航空有限公司也在不断强化航空运输
的路线协调。申通、中通、韵达等快递企业
则将加大货机的包舱规模。

截至 11 日 17 时，中通快递一位负责人
表示，目前他们还没出现“爆仓”点。按以往
经验，“双 11”首日，快递业务量尚未达到峰
值，发货峰值或将出现在后 3 天。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1日电）

“软硬兼施”迎大考 开足“马力”防爆仓7.6亿件快递如何“突出重围”？

国家统计局 11 月 1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0 月份，我国工业生产缓慢回落，但结构优
化态势显现；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继续下
滑，但部分先行指标回升；国庆黄金周成色十
足，消费“马车”继续发力。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由工业主导向服务
业主导转变的趋势更加明确，传统产业处于
深度调整中，新产业快速发展势头良好，但尚
不足对冲传统领域的下滑，未来工业经济仍
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工业生产“寒意”逼人。10 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增速较 9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由于去产能缓慢，需
求端市场萎缩，传统工业供过于求的格局没
有实质改观。”民生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朱振
鑫说。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江源认
为，工业生产中增长分化、结构优化的运行特
征值得关注。

一方面传统行业增速继续减缓。尤其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长 5.8％，增速回落
0.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增速回
升，高技术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0 月份，
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增
速比 9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高于整个工业
5.2 个百分点。

在工业生产整体比较低迷，PPI 等价格
指数连续三年多为负增长的背景下，制造业
投资仍未现明显回暖迹象。

1 至 10 月份，制造业投资 148458 亿元，

同比增长 8.3％，增速与前 9 个月持平；同期，
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双双下滑，分别比 1
至 9 月回落 0.6 和 0.7 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
斌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整仍在继续，下一
步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继续下行，甚至不排
除降到零的可能性。

业内专家指出，投资逐渐放缓是今年经
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稳投资成为稳增长
重点。制造业、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是我
国固定资产投资最重要的三个部分，从当前
运行看，稳住投资难度不小。

不过，10 月份投资到位资金增速小幅回
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连续 6 个月
反弹等先行指标的变化，也预示下一阶段投
资增长的支撑作用会有所增强。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零售和餐
饮消费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大关。受假日因素
和对新能源、小排量汽车出台支持措施的影
响，国内消费品市场稳中有升。

10 月 份 ，我 国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8279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增
速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并显现出城乡同
步加快、商品餐饮双双提速的特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认为，前三
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上半年
基础上继续加快，居民消费能力得到保障；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对消费增长的带动作用逐
渐体现；互联网＋助推网络消费保持较快增
长。“综合判断，消费能够保持稳定增长，对稳
定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突显”。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工业继续回落 消费稳中有升
——解读 10月经济主要数据

10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4.2%

◀

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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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1 月 11 日，市民、游客在雾凇景观前驻足观赏。当
日，冰城哈尔滨市迎来大雾天气，给市民出行造成影响的
同时，也带来了雾凇美景。

11月 11日，在人民空军成立 66周年之际，礼兵在位于北京昌平的
中国航空博物馆举行向英雄纪念墙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为人民空
军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辈和英烈。 新华社发

11 月 11 日，一对新人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展示刚刚领取的结婚证。11月 11日被戏称为

“光棍节”，不少年轻情侣选择这一天登记结婚，告别单身。

11月 11日，山东临沂市龙车辇社区的技术人员在智能
化玻璃温室大棚内采集多肉植物图像，进行网上销售。该
社区种植销售多肉植物月收益达40余万元。均为新华社发

空军纪念成立 66周年

11月 11日，在广州一家快递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工作人员在分拣包裹。 新华社发

新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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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