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大城市共同发出《质量兴农倡议
书》，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乡村
全面振兴将在大中城市率先实现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
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
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在此情况下，统筹城
乡、联结工农离不开都市现代农业。5月
3日，36大城市共同发出《质量兴农倡议
书》，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按标生产，
绿色生产与循环发展全覆盖——

5月 3日，在天津举办的全国都市现
代农业现场交流会上，36大城市共同发
出《质量兴农倡议书》，提出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按标生产，绿色生产与循环
发展全覆盖，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
增长”，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满意
度大幅提升。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都市现
代农业发展，是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
重要组成部分，处在第一方阵。新时代
都市三农发展要着力强化科技支撑、拓

展农业功能、深化农村改革，到2020年率
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力争 2025年到
2030年大中城市逐步实现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

启动“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三天不见青，两眼冒金星。”这是上

海市民喜食青菜的生动写照。绿叶菜不
适宜长途运输，但上海的自给率却达
90%，每天有超过 4000吨地产绿叶菜上
市。除了基本的种植面积有保障外，还
与上海市实施的绿叶菜价格保险制度密
切相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50万亩蔬
菜种植面积中有三分之一种的是绿叶
菜。蔬菜价格一旦低于基准线，保险公
司就会对菜农理赔。

一直以来，庞大的人口体量让北京
蔬菜供应捉襟见肘。北京市农委主任孙
文锴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
单一城市保障问题转化为城市群的资源
统筹问题，北京一方面发展蔬菜标准化
基地369家，工厂化生产面积1317亩，产
量将达19万吨，较2013年增长36.4%；另
一方面在河北建设外埠基地 14万多亩，
环京津一小时物流圈20个蔬菜主产县平
均供北京的比重达49%。

北京和上海的“菜篮子”工程保障成
效，是在大城市耕地资源趋紧、农业资源
禀赋不足、农业劳动力缺乏这一“狭小空
间”里“以小博大”的战果。

如何切实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
韩长赋提出，要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大中
城市的土地“金贵”，是各方面都惦记的

“唐僧肉”，要把耕地保护好，必须坚守永
久基本农田。要调优生产结构，紧盯重
点品种，建好城市自有鲜活农产品生产
基地，在确保基本产品一定自给率的基
础上，进一步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要
推进标准化生产，大中城市要率先推进
按标生产，加快建设完善农资、农产品追
溯及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系统。

城郊农业向高质量发展
都市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排头

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条件最优越。中
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说，一是
大中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容量最大，城

市居民购买力最强，个性化优质化农产
品需求更旺盛。二是大中城市居民对绿
色更看重。城市高楼林立，满眼钢筋水
泥，城市居民渴望到农村看山望水忆乡
愁、洗肺养眼伸懒腰，也愿意为此支出。
三是大中城市资源要素更聚集。人才众
多、资本雄厚、信息发达，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优势得天独厚。

大中城市耕地资源有限，但借助城
市较强的工业实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
在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上有独特优势。目
前，各大中城市立足资源禀赋，打造安全
放心的“蔬果园”、绿色美丽的“后花园”、
乡土风情的“游乐园”。随着农业结构不
断优化，全国 35座大城市农产品加工业
与农业总产值比例达到 2.8∶1，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0.6个点。

今年 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向农村
环境问题全面开战，这也为都市农业转
型提供了契机。

绿色是乡村的本色，城市的底色。
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认为，要
率先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不断优化
都市农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培育更多绿
色低碳的特色产业，加快恢复健康稳定
的田园生态系统，推动绿色产品、优良生
态、优美景观协调发展。大中城市周边
设施农业比重大，是化肥农药使用大户，
要率先推进投入品减量化，实施大棚净
土工程，加快推进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净
化产地环境。

城市资源向城郊农村倾斜
当前，城乡关系正发生着根本性变

革。“今年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能否
开好局，大中城市扮演着重要角色。”韩
长赋认为，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
程，没有农村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
基。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以城带乡、以
工促农。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也
是城市发展的机遇。大中城市要不断加
大城乡融合发展力度，引导城市现代资
源要素向城郊农村倾斜。

大中城市不少是大都市带大乡村、
大城市带大郊区，都市农业的资金如何
保障？农业农村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
说，针对乡村振兴缺资金、缺保障，都市
农业投入大、风险高等问题，迫切需要研
究制定农业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特色农
产品保险财政奖补等政策，降低农业风
险。在集体建设用地方面，符合规划和
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办法，预留部
分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单独选址的农
业设施和休闲旅游设施等建设。

“乡村全面振兴将在大中城市率先实
现。”韩长赋表示，那时都市的农业，一二
三产业高度融合，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充分
发挥，成为保卫舌尖安全、呵护绿色家园、
鼓起农民腰包的“高大上”产业；都市的农
村，乡土气息更加浓厚，田园风光更加迷
人，生活环境更加舒适，成为人人向往的
稀缺资源、生态宜居的“世外桃源”；都市
农民劳动强度大幅降低，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成为令人羡慕、需
要准入的职业。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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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4日上午 9时，铁矿石期货引入
境外交易者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启
动。这是我国继推出原油期货后，第二
个迈出国际化步伐的期货品种。

当日开市 5分钟之内，大商所交易
大厅内的大屏幕上显示，主力合约铁矿
石 1809 买量达 4032 单，卖量 3263 单，
（双边）成交量 147.8万手，持仓量约 173
万手。“这个交易量比较大，正常。”大商
所相关人员介绍说。

而此时，在上海市环贸广场嘉吉投
资（中国）有限公司里，年轻的交易员们
盯着屏幕报价很兴奋。作为全球知名的
大宗商品贸易商，嘉吉高度关注并参与
中国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嘉吉全球金属
部总监李科表示，铁矿石期货是中国期
货市场最成功的品种之一。近年中国去
库存、去产能，深化结构性调整，对市场
波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嘉吉高
度关注期市的“中国因素”。

截至5月4日收盘，主力合约铁矿石
1809结算价为每吨 469元，单边成交量
约143万手，成交额逾670亿元。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致辞时
表示，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投资者，是我
国首次已上市期货品种的对外开放，将为
其他已有品种国际化积累宝贵经验。未
来在原油、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的
基础上，要加快引入国际投资者。只要是
条件成熟的期货品种，都要推进国际化。

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强表
示，打开铁矿石期货对外开放的大门，是
大连商品交易所从单一、封闭的商品期
货交易所向多元、开放的综合性衍生品
交易所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
已上市期货品种第一次走出国门、走向
全球的重要标志；还是中国金融业扩大
开放、加强合作、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
的具体见证。

此次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是
在铁矿石期货多年成熟运行的基础上，保
持原有合约、基础制度、核心技术系统、核
心清算和风控模式不变，采用人民币计价
和结算，接受美元等作为保证金使用。境
外交易者通过境内期货公司会员和境外
经纪机构转委托方式参与，境外资金使用
参照特定品种方式管理，提供保税交割。

淡水河谷公司中国区总裁艾森乔表
示，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是期货
市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
支持全球钢铁行业发展、进一步对外开
放的重要里程碑。

高盛亚太区期货部主管詹姆士·百思
必告诉记者，中国铁矿石期货市场的交易
量和换手率，都远超海外市场。如今向国

际投资者开放，必将缩短中国铁矿石消费
与定价权之间的差距，这是中国资本市场
开放的一个重大突破，将成为一个全球投
资者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金融平台。

据悉，截至5月3日，大商所已完成17
家期货公司会员、22家境外经纪机构的26
组委托业务备案。其中，金瑞期货在短短
一个月就开了21个境外客户账户。

境外机构的积极参与，源于中国市
场的强大吸引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
石进口国和消费国，2017年中国进口铁
矿石10.75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
量的 75%以上。从国际经验来看，全球
主要大宗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属均采取
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不过目前，我
国在铁矿石定价方面一直缺乏与消费地
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如今铁矿石期货对
外开放，吸引全球客户参与，市场的规模
和产业客户数将会更大，境内外产业客
户、投资者在同一个平台交易，从而推动
形成更公开透明、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贸
易定价基准，有助于引导铁矿石行业在
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避险效率，更
好地服务全球铁矿石贸易。

永安期货总经理葛国栋表示，大商
所铁矿石期货已经是全球成交规模最大
的铁矿石衍生品市场，市场规模和流动
性都具有显著优势。铁矿石国际贸易商
和生产商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大商所
的铁矿石期货交易中去。在这种“天时、
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大商所铁矿石国
际化将提高铁矿石期货价格的国际代表
性和公信力，为全球铁矿石贸易参与者
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价格基
准。永安期货的 3家境外客户托克（新
加坡）有限公司、永安资本新加坡、新永
安实业，均在首日成功成交铁矿石期货。

加快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将提升我
国期货市场国际影响力。热联中邦总经
理劳洪波认为，国际化之后的铁矿石期
货市场，提供了串联境内外市场的一个
开放平台，将逐步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与
我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鞍山钢
铁董事长王义栋表示，中国铁矿石期货
价格，后期通过基差定价等方式将逐步
融入铁矿石现货贸易，有望成为国际铁
矿石贸易的定价基准，也为全球钢铁企
业规避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提供了一
个更加高效、便利的金融工具。

随着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推
进，投资者结构将不断完善，包括引入全
球产业客户和机构投资者等，市场深度
增加，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也为世界工
业提供了中国金融“解决方案”。

（来源：经济日报）

新华社武汉5月6日电（记者 徐海
波 李思远）湖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出台

《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经济发展
新动能的意见》，从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物
流成本、融资成本、税费负担、制度性交易
成本、用工成本等六个方面入手，提出31
条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措施。这是继
2016年“25条”和2017年“32条”后，湖北
省出台的第三轮降低企业成本政策。

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方面，湖北将
提高供电企业服务水平，降低电网环节

收费和输配电价，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在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方面，湖北继续推动高速公路减费降标，
创新原产地签证备案政策，创新进出口
产品检验检疫监管模式。

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湖北将
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落实
支持企业融资续贷政策，清理规范金融
机构融资服务收费，支持企业扩大直接
融资规模，用足用好进出口银行优惠利
率贷款，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我国期货市场加快对外开放

湖北出台31条降低企业成本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