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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强降雨过
程，使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米袋子”“菜篮
子”产品生产受到什么影响？相关部门采取哪些措施
保障供给？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采访。

“米袋子”“菜篮子”怎么样？

刚过大暑，洞庭湖平原上，高洪压境，烈日炙
烤。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柳林洲街道黄泥套村党支部
书记晏美军家的稻田，稻浪随风摇荡，他的妻子正在
田里指挥收割机抢收早稻。

“收完早稻，田里灌满水，放3天，就要赶紧种
晚稻，最迟要在7月底完成。”晏美军说，半个月前
洪水导致村里用工紧张，通过错峰使用劳动力，大家
互帮互助尽快把抢收抢种搞完。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入汛以来长江中下游
持续的强降雨，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
省份一些地方农业灾情比较重。

据农业农村部工作组实地调研和专家分析，洪涝
使一些地方水稻生产受到影响。部分地区早稻灌浆不
足、收获受阻，持续阴雨寡照造成中稻生育进程偏
慢，强降雨也影响双季晚稻适期栽插。

蔬菜和果树种植受到不利影响。一些地方桃子、
葡萄等果园受淹，果实裂果甚至落果，短期供应量减
少。持续强降雨还造成局部蔬菜大棚损毁，农田被冲
毁。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数据显示，受南方暴
雨、北方夏菜主产区强对流天气影响，菜价连跌3个
月后出现上涨。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
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4.03元，环比涨3.3%，同比涨
5.2%。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尽管

局部洪涝灾情较重，但当前种植业总体平稳。夏粮丰
收到手，早稻由于面积增加较多、总产仍有望丰收，
秋粮作物长势好于去年；大中城市郊区蔬菜处于夏秋
生产旺季尾期，高山高原高纬度地区夏秋蔬菜逐步进
入采收旺季，供应有保障。

碗里的肉和水产品影响大吗？

前段时间在安徽全椒县武岗镇，滁河水位不断上
涨，圩区内承包了近百亩鱼塘的朱金斌，接到了紧急
转移通知。在临时安置点待不住，晚饭功夫他又摸黑

“溜”了回去，想看看鸭棚里有没有遗漏的鸭，鱼塘
里有没有漏网的鱼。没想到前脚刚回，村干部就跟上
门，一边帮着查看，一边劝他赶紧离开。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淡水养殖主产区。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7月20日，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四川、重庆7省市渔业受灾面积为767.5万亩，
水产品直接因灾损失71.3万吨。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江开勇表示，
目前水产品直接因灾损失产量占全年水产品总产量的
1.1%，短期内对市场供应不会造成严重影响。相关地
区正指导养殖户加快水产养殖设施设备修缮，及时补
放水产苗种，开展养殖水体消毒，加快生产恢复。

猪肉是餐桌上的重要品种。6月份以来，随着餐
饮业恢复经营，工厂复工，学校复课，猪肉消费明显
增加。2020年第28周（7月6日至12日），猪肉批发
市场均价每公斤47.73元，继春节以来连续下跌15周
之后，环比连续6周上涨。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辛国昌表示，
价格上涨主要是消费拉动，南方强降雨天气也一定程
度影响了生猪及猪肉调运，推升了部分地区活猪价
格。地方政府正积极采取保供措施，农业农村部也将

协助产品调度，确保灾区供给不断档。
肉价是否继续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

振海说，目前生猪存栏和仔猪供给量连续5个月恢复
性增长，预示7月份后可出栏的商品肥猪将逐步增
加，猪肉市场供应将持续改善，下半年猪肉价格没有
持续大涨的基础。同时，预计今年猪肉进口比去年增
加100万吨以上，禽肉产量增加120万吨以上。百姓
碗里的肉有保障。

哪些举措保障供给？

农业农村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把防汛抗灾救灾减灾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首要任
务，全力夺取小康之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各地坚持防灾救灾和田间管理两手抓。洪涝灾区
及时排除农田积水，加强肥水调控，促进受灾作物正
常生长发育；加强机具调度，加快早稻收获、烘干，
抢插晚稻，扩大机插面积；适时改种补种，加强水毁
设施和农田修复；及时搞好畜禽补栏和鱼塘补苗，做
好疫病防控。

日前，国家已下达农业生产救灾资金3.3亿元，
支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和四川7
省区灾后恢复生产。

为解决种植业生产恢复中的实际困难，农业农村
部门突出做好救灾种子调剂调运。目前已落实2020
年国家救灾备荒储备种子5000万公斤，已动用700多
万公斤，保障了480万亩大田用种。

近日，农业农村部再派8个工作组赴安徽、江苏
等8省市开展救灾指导，并制定印发长江中下游种植
业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意见，发布洪涝灾害动物疫病防
控技术指南，指导农民落实生产恢复各项措施。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洪涝下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观察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周楠 水金辰

“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如何？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第十个“世界肝炎
日”。肝炎作为一种常见疾病，应如何正确认识它？
怎样防范这个身边的“沉默杀手”？记者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专访。

免疫计划，撑起“希望”的蓝天

28日一大早，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便在院内面
向公众开展肝病筛查检测，前来检测的人们戴着口罩
整整齐齐排着队，依次有序地进行免费的肝病筛查。

近期，中联肝健康促进中心联合互联网慢病管理
平台“医联”，在全国126个城市的217家医院开展了
类似的免费肝炎筛查公益活动。

“肝炎病毒是肝炎主要的致病因子。”成都市第三
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文君介绍，病毒性肝
炎一共分为五种：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
其中，乙肝、丙肝、丁肝可以通过血液、唾液、乳液
等途径传播，乙肝和丙肝可转化为慢性肝炎，引发肝
硬化甚至肝癌，需要重点防控。

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最安全、有效的措施。
近年来，我国在病毒性肝炎防控，特别是乙肝疫苗整
体接种、新生儿接种、先进丙肝治疗新药引入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进展。目前，所有适龄儿童均可免费接种
乙肝疫苗。

据《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 （2019）》显
示，我国为全国孕产妇免费提供艾滋病、梅毒、乙肝
筛查，为所有发现感染的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预防
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服务。近年来，孕产妇艾滋病、梅
毒和乙肝的检测率稳定在99%以上，乙肝感染孕产妇
所生儿童的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率达到99.7%，有效
避免和减少了儿童新发感染。

“自从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后，我国作为曾经
的‘乙肝大国’，病患发病率逐步下降，5岁以下儿童
乙肝病毒携带率控制在1%以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王艳说。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务副院长李家斌介
绍，近年来，强效抗病毒药物的出现使肝炎病毒得到
有效抑制，对肝炎的控制起到了良好作用。

“有效阻断母婴传播，全民儿童乙肝疫苗接种，
乙肝和丙肝的高效、低耐药、高安全性新药的临床应
用等一系列举措，撑起我国肝炎防控的蓝天。”文君
说。

警惕不可忽视的“沉默杀手”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
概况》显示，病毒性肝炎是我国报告发病数第一的乙
类传染病，其中2019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发病数
累计约122万例，占病毒性肝炎报告发病数的95%以
上。

丙肝与乙肝一样都是“沉默杀手”，病情进展缓
慢，患者早期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等到出现症状再就
诊时，很多患者已是肝硬化甚至肝癌，错过了最佳治
疗时机。

“我国大约仅有18%的丙肝感染患者得到及时诊
断，约25%的丙肝患者需要治疗，但实际只有约1.3%
的患者接受了治疗。”文君说。

“随着小分子直接抗病毒药物的出现，丙肝的治
疗已进入‘全治愈时代’。”李家斌说。

他介绍，现在针对丙肝的药物治疗疗效很好，以
前治疗丙肝的药物一个疗程要数十万元，现在一个疗
程只需不到5万元，而且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大大

提升了药物可及性。尽管丙肝还没有疫苗，但只要正
规用药治疗，约98%以上的患者可以治愈。

然而，公众对丙肝的知晓率远低于乙肝，缺乏自
主筛查意识。“丙肝起病隐匿，很多患者觉得不痛不
痒，认为可以先不治疗，往往导致疾病延误到难以逆
转的阶段。”王艳说。

加强常规筛查 合力控制“病毒”蔓延

记者了解到，肝炎防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
各界持续不断努力。

切断传播途径是有效方法。“丙肝的感染途径除
了输血，还有很多其他的感染方式，如文身、文眉，
不卫生的洁牙、打耳洞等，因此要去相关正规机构操
作。”文君提醒，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这三
种传播途径是乙肝和丙肝病毒共同的传播方式，日常
一定要注意切断传播途径，有效预防。

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肝脏外科主
任葛勇胜说，90%的肝癌患者有乙肝病史，乙肝病毒
的持续感染是患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患有肝
病及40岁以上的人要定期体检，发现身体不适要及
时去正规医院检查，早诊早治。

同时，乙肝疫苗并非注射后就能“一劳永逸”。
王艳说，成年人注射乙肝疫苗后，每个人抗体持续的
时间不同，个体之间的免疫功能差异很大。对于可能
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密切接触的人群，建议每三五年要
再检测抗体是否衰减。

李家斌还提醒，很多人对丙肝知晓率低，高危患
者缺乏主动筛查意识，建议加强丙肝筛查，同时将肝
炎筛查纳入常规体检。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鲁朗旅游小镇一景
（7月26日摄）。

盛夏时节，西藏林
芝市鲁朗旅游小镇气候
宜人，成为游客休闲避
暑的“天堂”。鲁朗，藏
语意为“龙王谷”，海拔
3300 多米，位于川藏公
路 旁 ， 素 有 “ 东 方 瑞
士”之称。旅游小镇由
广东和西藏两省区共同
打造，以大地景观为背
景 ， 充 分 利 用 天 然 景
致，融合现有的水系、
山景、村落进行设计，
各功能片区与大地景观
和谐相融，仿佛一幅山
水画卷。

（新华社记者 张汝
锋 摄）

西藏林芝西藏林芝：：
避暑天堂惹人醉避暑天堂惹人醉

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国家防
办、应急管理部28日要求北方重点地区层层压实防汛责
任，进一步开展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改，加强预报预警和
会商研判，加强巡查防守，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9日雨带北抬后，
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海河、黄
河、松辽流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国家防办、应急管理
部要求北方重点地区落实抢险队伍和物资，突出抓好中
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灾害防
范，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截至28日，主汛期以来，洪涝
灾害造成江西、安徽、湖北等27个省（区、市）5481.1
万人次受灾，158人死亡失踪，376万人次紧急转移安
置；4.1万间房屋倒塌，36.8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
受灾面积5283.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444.3亿元。与
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受灾人次上升23.4%，因灾死亡
失踪人数下降53.9%，紧急转移安置人次上升36.7%，倒
塌房屋数量下降68.4%，直接经济损失上升13.8%。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要求
北方重点地区加强巡查防守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侯雪静）记者28日
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为发挥资本市场在共抓长江大保护
中的撬动作用，三峡集团28日联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
制发布中证长江保护主题指数。

三峡集团联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从沪港深三地市场
中选取100只致力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受益于长江保
护上市公司的股票作为该指数样本。样本选择聚合长江
经济带优质绿色上市公司，彰显生态保护主题。

三峡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证长江保护主题指数
的发布，丰富了专题指数类型，是资本市场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又一新的重要举措。接下来，三峡集团将授权基金公
司使用中证长江保护主题指数，发行长江保护主题ETF产
品，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参与长江大保护上市公司组合的
工具化产品。本次编制长江保护主题指数、发起成立长江
大保护ETF基金，让资本市场投资者可以指数化方式投资
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类和绿色发展类上市公司，有利
于为参与长江大保护的上市公司引入增量资金，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投向长江大保护事业。

全国首个长江保护主题指数发布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曹典）2020全国工
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
会28日举行，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会上表示，希望
广大民营企业在保住企业生存、谋求企业发展的同时，
发挥好民企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努力做到“不裁
员”“不降薪”。

本次会议由全国工商联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在北京和贵阳设双主会场。

高云龙在峰会发言时说，广大民企要坚定发展信心，
继承和发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用好政策红利，抓住市场机
遇，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要树立高质量发
展目标，以新发展理念武装头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苦练内功，夯实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础；要锚定创新驱
动方向，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攻关力度，补齐“卡脖子”技
术短板，积极参与创新生态共建，用好“互联网+”、智能制
造、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为新形势下
的市场竞争抢得先机、赢得主动。

会议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今年以来，在全国工商
联支持帮助下，贵州省深入开展项目衔接洽谈工作，共达
成有签约意向项目616个，投资金额3159.51亿元。本次会
议遴选了30个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现场签约。

全国工商联：发挥好民企
吸纳就业主力军作用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胡喆）记者28日从
国家航天局获悉，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目前飞行状态良好，能源平衡、工况正常，地面
测控跟踪稳定，飞行控制和数据接收有序通畅，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探测器已脱离地球引力影响范围，进入行
星际转移轨道，飞离地球超过150万公里。

7月27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团队与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试验队密切配合，控制“天问一号”探
测器在飞离地球约120万公里处回望地球，利用光学导
航敏感器对地球、月球成像，获取了地月合影。在这幅
黑白合影图像中，地球与月球一大一小，均呈新月状，
在茫茫宇宙中相互守望。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屈婷 鲍晓菁 林苗苗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传回地月合影

关注“世界肝炎日”：身边的“沉默杀手”，很多人却不知晓

现景德海虹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紫薇花园二
期”项目已经开始办理不动产权证手续，经在小区
公示及根据现有档案材料通知后，尚有4栋502室
房屋无人申报登记办理，故景德镇海虹置业有限公
司特登报公示，如有购买4栋502室房屋的权利
人，请在本公告登报后七日内到“紫薇花园二期”
业主委员会办理申报登记手续，逾期无人申报，将
由景德镇海虹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景德镇海虹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