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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智 见

晴江秋望，千帆一道带风轻。
在“一体化”中谋划“更高质量”发展，向着

全年目标奋进。“十四五”开局之年步入下半
场，长三角人开启“加速模式”，奋楫逐浪。

【焦点资讯】

1、长三角民企总部扎堆“大虹桥”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虹桥商务区目

前已集聚国内外具有总部功能的企业357
家，其中外资总部类企业118家，内资总部类
及上市公司239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长
三角民营资本。此外，虹桥商务区已孕育出
长三角上市企业总部园、长三角电商中心、长
三角虹桥·嘉善国际创新中心、长三角虹桥·
苏州（相城）产业创新联动中心、长三角智慧
出行产业园和长三角会商旅文体示范区联动
平台等一大批特色产业园区、楼宇，并提供相
关政策扶持。虹桥商务区已成为上海各大
CBD中“长三角元素”最浓的一地。

2、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车次停运
据@长三角铁路消息，为应对今年第14

号台风“灿都”，从9月13日起，调整列车运
行。截至12日12时，计划停止运营的线路
有：13日杭甬高铁、杭深线宁波至温州段、金
台铁路全部停运；13日12时至15日10时，
萧甬线普速列车全部停运；13日、14日萧甬
线市域列车全部停运。

3、长三角健康养老研讨会举行
9月11日，苏州市健康养老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揭牌仪式暨长三角健康养老研讨
会在苏州举行。揭牌仪式后，长三角健康养
老研讨会举行，专家学者围绕“迎接康养产业
发展的新时代”“康养产业二十年”“康养产业
与康养城市建设”等话题开展研讨。

【产业科技】

1、江苏发布“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
江苏省政府日前发布《江苏省“十四五”知

识产权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到2025年，江
苏知识产权发展主要指标要达到知识产权强
国水平，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绩效领跑全国，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7件，专利密

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7%，新增贯
标单位1万家，全省专利代理率达80%。

2、浙江探索数据知识产权价值转化
9月9日，随着浙江省知识产权区块链公

共存证平台上线，浙江发出首本“数据知识产
权公共存证证书”。第一个“尝鲜”的浙江凡聚
科技有限公司，凭着这本“产权证”，将数据作
为抵押，成功拿到了100万元贷款。这也是全
国首单基于区块链的数据知识产权质押。

3、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在杭启用
9月9日，由工信部电子五所和余杭经济

技术开发区合作共建的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在
杭州市临平区正式启用。这是全国首个服务
型制造研究院。

【重大项目】

1、上海摘下全国绿电交易首单
9月7日，全国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启动，

10余个省市的上百家用电企业纷纷向各地新
能源发电企业采购绿电。来自上海的巴斯
夫、科思创、施耐德、国基电子等多家行业龙

头企业拔得头筹，一举签订了采购宁夏2022
年至2026年连续5年间、总计15.3亿千瓦时
光伏电量的重磅订单，成为全国绿电交易开
市后的首批跨省跨区交易订单。

2、首个双碳双控管理平台落户无锡
9月6日，由无锡市与远景科技集团携手共

建的方舟“双碳双控”管理平台正式签约落户无
锡高新区。这是国内首个政府双碳双控管理平
台，将助力地方政府在碳约束下打造区域碳管理

“绿色样板”，实现“双碳”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
3、太湖郊野公园启动建设
9月9日，长三角区域规模居前的湖滨型

郊野公园——太湖郊野公园规划建设首批项
目暨山水城区域提升计划第一批项目集中开
工，本次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涵
盖了环境改造、民生建设、产业转型等多个领
域，项目建成后有助于太湖湾科创带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的打造。

本报记者 王建朋 整理
（素材来源：新华日报、各地日报、官方微

信等）

□ 本报记者 李 晞

金秋已至，即将迎来粮食丰收时节，作为粮食生产大
省的江苏，近年的粮食生产情况如何？粮食产量又是如
何测算出来的？记者邀请到江苏省地方统计调查局农村
统计处俞姝老师，为我们揭开谜底。

记者：近年来我省粮食生产情况如何？
俞姝:2020年江苏粮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粮食生

产再获丰收，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700亿斤以上，2021
年夏粮生产克服不利天气和病虫害的影响，产量达276.2
亿斤，同比增长0.5%，继续保持全国第五的位次，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江苏力量。

记者：哪些农作物包含在粮食统计范围内？
俞姝:粮食的现行统计范围，按生产季节可分为夏收

粮食和秋收粮食；按品种分为谷物、豆类和薯类；谷物包
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豆类包括大豆、绿豆、
红小豆等；薯类包括马铃薯、甘薯等。

记者：粮食统计的方法是什么？
俞姝:粮食产量统计内容包括播种面积和产量两方

面，通过农业普查和常规粮食统计调查取得统计数据。
常规粮食统计是按照粮食的播种和收获季节分

别进行粮食面积和单产的统计，简单来说，粮食产
量=播种面积×平均单产，播种面积一般采取对地
抽样调查的方式，平均单产主要通过“实割实测”取
得统计数据，所有品种的粮食产量合计就是本年度
的粮食总产量。

目前，在我国的粮食产量中，农业经营户生产的粮食
占90%以上；小麦、玉米、稻谷等主要调查作物的合计产
量占总产量的90%以上，因此抽样调查的方法完全可以
满足常规粮食产量统计的需要。

记者：为什么粮食产量调查如此重要？
俞姝:粮食产量牵动着国家安全、人民福祉，十九大

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可见粮食产量统计的重要作用。粮食产量统计可以客观
准确反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直观反映农作物种植结构
变化，为制定粮食产业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记者：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未来粮食统计方法会有哪
些改善？

俞姝:今后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调
整粮食统计口径，将粮食与谷物一
致，将薯类和豆类从粮食概念中分
离，形成更加精细化的农作物分类；
二是充分利用遥感等空间信息技术
手段，提高抽样调查水平，全面提升
粮食产量统计水平。

因要采写中秋月饼报道，日前笔者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联系了南京冠生园。20年前，南京冠生园曾因陈馅事
件轰动全国。原以为采访的要求会被婉拒，没想到厂家
不仅接受了采访，还让笔者一行“全副武装”进入生产车
间摄像拍照。

20年后，南京冠生园向媒体开放的底气在哪里？
2001 年，南京冠生园使用陈馅制作月饼被媒体曝

光，引起全国轰动。2002年，原公司宣布破产。2004年，
一家药企增资控股重新组建南京冠生园，算是保住了这
个百年老字号。

在这次采访中，公司相关负责人不断提及“质量”两
字，笔者可以感受到如今的南京冠生园对于食品安全、食
品质量那种加倍的小心与谨慎。那么，守正的同时还要
不要出新？笔者了解到一个新情况。今年4月，他们上
线了速食版鸭血粉丝汤，如今每天生产数万包，供不应
求。厂里负责质量管理的经理说，这个产品从原料采购
到生产过程至成品入库，每个关键点都配有专人检查，严
控质量关，不希望新产品昙花一现。

确实，因各种原因翻车的网红产品如今屡见不鲜。
最新的案例是网红轻食产品“田园主义”，该品牌去年3
月刚刚成立。“田园主义全麦欧包实测能量高出宣传
40%”“薇娅停止与田园主义全麦面包合作”相继登上微
博热搜。正如业内人士所指，企业在宣传上给消费者营
造对于健康的焦虑，并利用这点进行产品销售，但事实上
并没有更充分的科学依据证实轻食对健康或减重有明显
的效果。

这让人联想起近年来消费者曾遇到的各种网红产
品：螺蛳粉月饼、臭豆腐月饼、咸蛋黄雪糕……最终沦为
人们提及黑暗料理时的谈资。不少网红产品都有类似的
营销路径——针对年轻人喜好开发设计产品，加强网络
营销推广产品，吸引流量、刺激消费者购买。但在这样的
商业链条中，产品本身的品质和服务反而容易被忽视。
网红品牌经常出现供应链不稳定、产品质量不可靠的情
况，层出不穷的质量问题使得消费者对网红品牌的信任
度有所下降。

去年疫情期间，柳州螺蛳粉是网上销量最高的速食
食品之一。螺蛳粉从网红小吃一跃成为当地特色产业，
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背后，是相关企业在螺蛳粉
标准化生产方面探索多年，积累了强大的研发能力、生产
实力。2016年，广西柳州出台强制性的螺蛳粉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到2020年，袋装柳州螺蛳粉全产业年销售收
入已达240亿元，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国
内食品市场屡创“奇迹”。

显然，从网红流量中成功沉淀下来的产品，离不开内
功的打造。将网红流量转化为长红口碑，企业才能赢得消
费者信任、收获市场份额，从而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把南京地方小吃做成工业化生产的方便食品，南京也已
出台速食版鸭血粉丝汤的生产标准，规定了“含鸭量”超过
50%的硬指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南京的鸭血粉丝汤
有可能跻身像柳州螺蛳粉那样的百亿元级品类产品。

经济微讲义

粮食产量是咋算出来的

口碑离不开内功的打造
□ 宋晓华

长三角一周 按下“快进键”，开启“加速跑”

“虾兵蟹将”上市，今秋海鲜市场有啥不一样——

捕捞更规范，出口转内销

（受访者提供） 丁蔚文 摄

丁蔚文 摄

□ 本报记者 丁蔚文

秋汛来了，开海了！在休整4个月后，
我省沿海渔民又开始了海上捕捞的辛勤生
活。入秋以来，“虾兵蟹将”也再次出现在
人们的餐桌上，今年的海鲜市场有哪些变
化呢？连日来，记者走访了省内几大渔港
一探究竟。

“今年是梭子蟹大年”

处于黄海及长江等三水系交汇处的启
东市，海洋捕捞产量占全省三分之一，海鲜
产品种类繁多，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吕四
渔场就在这里，吕四渔港也是六大国家级
中心渔港之一。

“今年是梭子蟹大年。9月1日单桩张网
渔船开捕后，渔运船陆续带渔获回港，主要品
种为梭子蟹和小鲳鱼。”正在码头忙碌的启东
市渔政监督大队大队长袁华介绍说，今年“蟹
多鱼虾少”，梭子蟹产量为去年同期产量的两
倍，鲳鱼产量较去年没有明显变化。

据了解，9月1日至今，当地单船梭子
蟹船均产量3万斤左右，产值22万元左右；
鲳鱼船均产量1.3万-1.5万斤，产值6万
元；收鲜船卸货量均在5万斤左右，码头全
天交易量约为 300 万斤，交易金额达到
2400万元左右。

同样忙碌的还有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
的渔民们。记者看到，海头镇港口的渔民
们将一筐筐渔获卸下船只，还有的在做出
海前的准备，拴挂渔网，往船舱加冰，搬运

鱼箱……“我们的收鲜船每次都满载而
归。”海头镇船老大蒋洪告诉记者，这几天，
捕捞船陆续归港，带回了休渔期结束后的

“第一捕”。忙着海产品收购和分拣的海鲜
老板刘明良说，船一到港，就得“抢”，“嗬，
这个季节，鱼、虾、蟹都有，网里常见的还有
海蜇和少量的对虾、勾鱼等海鲜。当然，最
多的还是梭子蟹。”

来到连云港连云区板桥街道农贸市
场，正在下货的商贩分析得头头是道，“眼
下市场上的螃蟹尽管由于大小、质量不同
价格差距较大，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开海
后，螃蟹总体上会便宜几天，因为中秋节、

‘十一’快到了，后面价格还会上涨的。”

管理更严成本走高

江苏单桩网、流刺网较少，帆张网是传
统作业主力军。袁华透露，今年启东市减
少了30艘乡镇渔船，吕四出海捕捞船、收
鲜船（捕捞辅助船）总计只有200多条，另
外200多条帆张网要到9月15日出海。

从成本上看，受访渔民表示，今年网具
成本涨了50%，人工涨了30%。目前安全
要求越来越高，投入也越来越大，比如，卫
生清理、监控、通道设备、船舶维护等，都需
要加大投入。

记者了解到，海洋捕捞船一艘船造价动
辄几百万元，出海一趟，工人工资、加冰、加
油等成本就在10多万元。出海后，渔民的
目的地不少在公海海域，以捕捞小黄鱼、鱿
鱼等为主，最快也要10多个小时才能抵
达。平时有收鲜船运送渔获，在海上要十来
天，分拣、装箱，再运入船舱，撒上冰块，等船
装满了，捕捞作业船才会回港停靠卸货。

出海距离远了，安全监管更要跟上。
蒋洪说，现在，赣榆出海的捕捞船都安装了
卫星，可以打电话、看电视，还能上网，救生
衣、救生筏、灭火器等设备一样不少，海船
都配备了北斗定位系统。

连云港赣榆区青口镇镇长张文任介
绍，除了海上卫星实时定位系统，该镇8月
1日流刺网开捕，29条船出海，镇上13名船
管员，每天都与出海船进行3次通话、短信
保持联系，出海生产船之间也保持一定距
离，以保障近海捕捞安全生产。

完善产业链支撑出口转“内销”

在国家下大力气禁渔、规范捕捞的背

景下，在海上经营了40年的曹国安真真切
切感受到了市场的变化。

曹国安是大型水产公司南通国安水产
的总经理，在吕四，该公司拥有23条刺流
网海船，其中生产船11条，收购船12条，国
安水产还与39条单装网捕捞船东签订了
收货合同。

捕捞丰收了，曹国安难掩高兴，“从8月1
日开始到9月12日，国安水产收购、生产梭子
蟹总计近800万斤，产量比往年高了100%。
今年收购价格偏低，比往年低30%，价格在
13-20元之间。”他说，10月5日左右，梭子蟹
不肥了，价格也低了，生产量也少了，公司就会
减少收购，因为渔获换季了，到时候就是吃黄
鱼、鲳鱼、带鱼、鮟鱇鱼的时候了。

这样的“生意经”背后，除了对市场的
了解，还在于南通国安水产拥有自持的冰
鲜加工厂及“国安水产”品牌，实现了全产
业链的捕捞、收购、经营、销售一体化。

产业链愈加完善，是渔企的底气，也是
江苏渔业在疫情背景下，增加发展韧性的保
障。还是以国安水产为例，韩国曾是其主要
出口地之一。曹国安在韩国注册了“国安”
商标，并有自己的代理公司，往年国安水产
加工出口韩国1000多吨，活螃蟹冷冻加工
后，直接进冷库，由冷冻集装箱运送到韩国
釜山、仁川。出口到韩国的冷冻梭子蟹，市
场上论只卖，两万韩元一只，价格很少变
动。公司每年出口梭子蟹营业额约500万

美元，利润在 7 个点左
右。不过他坦言，受疫情
影响，韩国市场现在没有
国内好，今年，国安水产出
口占总量的7%-8%，“渔
获大部分内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