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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8月12日电（记者 余贤红）钢结构装配
式建筑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具有抗震性能
高、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施工周期短、节能环保等优
点。为加快全省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产业发展，江西省近
日确定南昌市、九江市、赣州市、抚州市、宜春市、新
余市等为首批试点城市。

根据试点工作方案，到2020年底，全省培育10家以
上年产值超10亿元钢结构骨干企业，开工建设20个以上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示范工程。到2021年，逐步形成钢结
构装配式住宅建设的成熟体系，推动钢结构生产、设
计、施工、安装全产业链发展。

据了解，江西将在政府投资或主导的住宅项目中优
先采用钢结构，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采用钢结构技术开
发住宅小区。结合乡村振兴和农村危房改造，引导广大
村民住房采用钢结构体系进行建设。

此外，江西鼓励试点地区加快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上下
游、标准化联动，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
引导传统建材企业向新型建材企业转型，大力发展与钢结
构装配式住宅配套的新型墙板、楼板、门窗等绿色建材。

江西：至明年底培育10家以上
年产值超10亿元钢结构企业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高亢）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1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产销量
达1393.3万辆和1413.2万辆，同比下降13.5%和11.4%。其
中，新能源汽车产销 70.1 万辆和 69.9 万辆，同比增长
39.1%和40.9%，新能源产销近期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
保持稳步增长。

据中汽协秘书长助理陈士华介绍，7月进入传统汽
车销售淡季，当月我国汽车产销 180 万辆和 180.8 万
辆，环比下降5%和 12.1%，同比下降 11.9%和 4.3%。当
前，虽然整体产销降幅继续收窄，但是行业产销整体
下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表现不如上月，产销量环比
和同比均有所下降：当月产销完成 8.4 万辆和 8 万辆，
环比下降37.2%和47.5%，同比下降6.9%和4.7%。陈士
华认为，受新能源补贴退坡过渡期结束的影响，7 月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出现下降，直接影响了新能源车整
体增速。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7月，汽车销量排名前10位的
企业共销售1263.9万辆汽车，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9.4%。
同时，这 10 家企业中，与上年同期相比，长城和华晨汽
车销量保持小幅增长，其他企业均呈不同下降。

1至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稳步增长

新华社重庆8月12日电（记者 韩振）记者从重庆机
场集团了解到，有着“云端机场”之称的重庆巫山机场
本月16日将正式通航。

巫山机场距巫山县城15公里，海拔高度1771.48米，
是目前重庆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有着“云端机场”之
称。建于群山之巅的巫山机场，南侧可俯瞰瞿塘峡一江
碧水向东流，东侧可远眺巫峡和神女峰，是可以观赏到
高峡平湖景观的机场。

巫山机场启用后，将开通由华夏航空执飞的重庆至
巫山航线。今年下半年，还将开通由东方航空执飞的烟
台经停巫山到重庆航线，以及南方航空执飞的巫山到广
州航线。

据了解，巫山机场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28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1200吨、飞机起降3333架次进行设计，2015年5
月获得初步设计批复，同年10月17日正式开工，2019年7
月竣工验收。该机场也是重庆市四大支线机场之一。

长江三峡“云端机场”16日将正式通航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CPI）同比上涨2.8%，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
0.4%。其中，食品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3%转为上涨
0.9%，影响CPI上涨约0.19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记者近日采访相
关领域专家了解到，当前水果价格止涨转跌，蔬菜价格
季节性回落，生猪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蛋价或将震
荡回落，主要农产品供给较为充足，物价平稳运行具有
较强基础。

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鲜果价格同比上涨
39.1%，但环比下降6.2%，影响CPI环比下降约0.14个百
分点。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说，自7月份以来，
随着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上各类水果价格开始逐
渐回落。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价格监测显示，7月2日全国红
富士（80mm二级以上）批发价格达到最高点每公斤
14.71元，后逐渐回落，8月6日监测价格为13.59元，下跌
7.6%，进入8月份后，随着早熟苹果陆续上市，价格下
降幅度将更大；6月25日全国黄冠梨（单重250g以上）
批发价格达到最高点每公斤15.19元，后逐渐回落，8月
6日监测价格为6.88元，下跌54.7%，随着后期鲜梨大量
上市，后市收购价格、批发价格有望回归到合理水平。

鲁芳校说，从调研情况看，今年绝大部分苹果、梨
产区生产正常。目前山东、陕西、山西、河南、甘肃、云
南、新疆、辽宁、河北苹果、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预
计2019年苹果、梨总产量将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产量，
加之进口水果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市场供应充足，
完全能满足市场需求，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晔
说，受不利天气影响，上半年水果市场出现阶段性供给
偏紧，5月、6月价格显著上涨。其中，苹果和梨受去年
春季花期冻害减产影响，价格涨幅较大。但7月以来已
止涨转跌，价格开始下行。

“当前水果供给总体充裕，将拉动水果价格继续回
落。”赵俊晔强调，同质化的普通、低端果品在集中上市
期间或存在低价卖难的风险，而符合消费升级需求的
优质、特色果品仍能卖出较高价格。

第三季度菜价或低于去年同期

进入夏季，部分地区天气炎热、降水偏多，不利于
鲜菜生产和储运。数据显示，7月份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2.6%，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06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张
晶说，4月以来，我国蔬菜价格呈季节性下行走势，价格
回落“先慢后快”。在菜价连续加速下跌几个月后，7月
份暴雨洪涝和持续高温等不利天气阶段性影响部分产
区应季蔬菜供应。但一段时期内菜价仍以低位运行为
主。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部分产区、部分品种采收

和运输受不利天气短期影
响，菜价出现阶段性上涨，但
从整体看，前期生产进度有
所推迟的北方夏凉蔬菜大量
上市，尤其是西红柿等果类
菜保持低位运行。当前北方
产区露地蔬菜种植面积总体
稳定，设施蔬菜种植面积继
续增加，“北菜南运”和

“西菜东运”有效平抑了全
国菜价。

“下半年蔬菜整体价格
可回落至常年水平，三季度
价格或低于去年同期。”张
晶分析说，由于今年夏季冷
凉地区蔬菜供应整体相对充
足，且上半年菜价较往年偏
高，后期扩种意愿高涨，如
果不出现极端天气，蔬菜供
应形势将好于去年。

生猪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

数据显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7月份猪肉供应
稍紧，价格环比上涨7.8%，影响CPI上涨约0.2个百分
点，同比涨幅为27%。

北京市民刘女士对记者说，最近猪肉价格一直在
上涨。“在近两年算是比较高的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祖力说，主要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前期生猪存栏
及能繁母猪存栏降幅较大，6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养殖盈
利大幅提升，后市预期十分乐观，部分区域养殖场户补
栏积极性明显提高，生猪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

据了解，按照生猪养殖成本与出栏价格测算，当前
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的肥猪，盈利额可达600
元，处在较高盈利区间。

在东北等最早受非洲猪瘟疫情冲击的区域，春节
后疫情较为平稳，养殖场户信心明显增强，生猪产能
出现恢复迹象。一些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则抓住时机大
幅扩张，一些新建项目密集上马，这都有助于生猪产
能恢复。

公开报告显示，1至7月，天邦科技累计出栏生
猪 167.8 万头，同比增长 55%；正邦科技累计出栏
365.3万头，同比增长26%；傲农生物累计出栏生猪
39.9万头，同比增幅达63%；牧原股份累计出栏649.5
万头，同比增长13%……

为稳定生猪生产供应，年初以来，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
政策措施。“随着国家和地方一系列措施落地，预计
生猪养殖企业产能将逐步恢复，为保障市场供应、稳
定猪肉价格奠定基础。”王祖力说。

中秋国庆后蛋价或将明显回落

4月份以来，鸡蛋价格结束连续6个月下跌开始回
升，之后一直保持稳中上涨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7月鸡蛋价格环比上涨5%，影响CPI上涨约0.03个
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禽蛋市场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张超
说，二季度是鸡蛋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处于下跌态势，
但由于近期市场供需阶段性偏紧、养殖成本增加，二季
度以来鸡蛋价格上涨。

据介绍，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肉鸡价格上
涨，导致蛋鸡淘汰速度加快，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减；进
入二季度，气温逐渐走高，蛋鸡进入“歇伏期”，对产能
形成一定影响，入夏后鸡舍降温成本和蛋鸡养殖防疫
成本也有所增加。

“预计后期蛋价将处于震荡走势。”张超说，进入8
月，春季补栏蛋雏鸡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高温对蛋鸡
产能的影响将有所减弱；此前蛋价持续上涨刺激了蛋
品加工企业季节性消费高峰提前，鸡蛋消费需求或将
趋于平稳增长，预计后期市场供需偏紧局面会出现一
定缓解，短期蛋价将处于震荡走势，同比涨幅将进一步
收窄。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第一周鸡蛋价格小幅下
跌，全国鸡蛋零售价、主产省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10.64
元和9.25元，比7月第4周分别下跌1.1%和3.3%。

张超说，目前蛋鸡养殖效益向好，养殖户补栏积极
性高涨。中秋、国庆后，气温开始转凉，蛋鸡“歇伏期”结
束，鸡蛋市场供应增加；市场消费需求也将出现季节性
大幅回落，鸡蛋供需偏紧局势将会缓解。同时，随着鸡
舍防暑降温成本降低，预计后期蛋鸡养殖成本将出现
不同程度下降，届时蛋价或将明显回落。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果菜肉蛋，这些食品价格走势如何？
新华社记者 安蓓 于文静

一条清澈的河流环绕村庄，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
错落有致，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人来人往……8月初，
来自贵阳的李艺龙带着一家六口到安顺市平坝区小河
湾景区度假，这里的环境让他流连忘返。

“没想到这里还有个‘世外桃源’，不仅山清水
秀，环境优美，体验活动也很丰富，而且从贵阳市区
开车过来只要40多分钟，非常方便。”他说。

“一提到小河湾，都说很美，当年可不是这番景
象哟！”小河湾村村支书焦中贵感慨地说。

在安顺市羊昌河下游，萦绕曲折的河水弯出一个
三面环水的苗族小村庄——小河湾村。焦中贵说，因
为三面环水，2014年之前，这座小村庄交通十分不
便，进村子唯一的土路经常是晴天灰大、雨天泥泞。

焦中贵回忆：“村里那时生产生活条件很落后，
整个村子没有一家商店，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村
民生活垃圾乱扔、生活污水随处排放，牛粪、鸡粪遍
地都是，环境比较糟糕。”

贫穷的小村寨需要一次美丽的蝶变。2014年，村
里干部向当时的平坝县政府写报告，主动提出希望发
展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带动村民致富。很快，
政府组织考察并给予支持。

可一些村民认为：发展旅游，田地被占，就不能
种地了，对未来感到担忧。为此，小河湾村支两委多
次召开院坝会，听取村民意见，还组织村民到周围的
旅游村寨考察。“渐渐地，大家对小河湾发展有了信
心。”焦中贵说。

不久后，围绕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小河湾村推进乡村
治理，发展乡村旅游。

为了改善基础设施，村里建了5.1公里通组路、
69户群众实施了危房改造、硬化庭院6700平方米；
为了整治环境，制定村规民约，禁止乱扔垃圾等行
为；村里还修建3座污水处理站，投入180万元完成
河水区域项目治理……昔日环境差的小河湾逐渐显现

迷人的田园风光。
村里还依托第三方平台公司建设小河湾乡村旅游

度假景区，修建了游客服务中心、民俗表演广场、儿
童乐园、健身步道、民宿酒店等。利用本地民族特色
开展篝火晚会和长桌宴等文化体验活动，小河湾乡村
旅游迅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小河湾景区接待游客超
过22万人。

乡村旅游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42岁的杨春是村
里较早返乡经营农家乐的村民之一，她家的三层楼房
现在用来做餐饮和住宿。每到周末，杨春一家就忙个
不停，一个月收入有2万多元。

“现在很多人都回来做生意了，我家收入还不算
高的，村里还有人一年赚一百多万元呢。”杨春笑呵
呵地说，“环境好了，我们才能吃上这旅游饭。”

2018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12000元，是2014年
的3倍左右。

（新华社贵阳8月13日电）

赵勇在自己创办的陶瓷制品加工厂内将泥
坯放进模具里（8月11日摄）。

今年41岁的赵勇是广西桂平市社坡镇福和
村的一名农民。2015年，在广东务工多年的赵勇
携妻女返回福和村创办了一家小型陶瓷制品加
工厂，主要制作手工花盆、花瓶、陶瓷桌椅等产
品。

创业对于文化水平较低又缺乏创业经验的
赵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创业之初，厂里除
了赵勇，其他人都是新手。赵勇又做老板，又做
师傅，从模型制作到贴花制图、调制颜色，再到
入窑烧制，每一道工序赵勇都亲自上阵并手把
手教工人。

虽然是白手起家，但赵勇很幸运，他得到了
当地党委、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帮扶。

目前福和村有12名村民常年在赵勇的陶瓷
厂里上班，人均月收入超过3000元。对于未来的
发展，赵勇希望能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争取带动
周边更多的村民一起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新华社石家庄8月13日电 （记者 白明山）记者从
河北省临城县文保部门获悉，文保工作人员在临城镇澄
底村发现一块唐代开元二十四年 （公元 736 年） 墓志
铭，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由于施工原因，墓志铭出土时已损坏。墓志铭为正
方形，青石材质。顶部四周边框无纹饰，阴刻篆书“刘
君志铭”2行2字；阴刻楷书24行，满行25字，可辨文
字478字。铭文文字清晰，书法上乘，雕工深邃，信息
丰富。

根据墓志铭记载，墓主人为房子县人，刘姓，名审
惠，唐代邢州沙河县主簿，卒于先天元年（712年），终
寿五十九岁。墓志铭还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生平事迹、官
职、刘姓的渊源与其家族世袭的关系，褒奖了墓主人以
孝治家的优良家风等。

河北临城发现唐代开元年间墓志铭

新华社记者 李凡 蒋成

幸 福 流 向 小 河 湾

变泥为器——
一个农民的返乡创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