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菜篮子产品价格持续回落 有能力实现全年粮食丰收

浙江查获37名非法入境人员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27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4月13日开始，浙江实施防范打击非法入境

“净海”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查扣“三无”船只25艘，

查处违法违规船只61艘，查获非法入境人员37名，其中海

上非法入境人员8名。

浙江对所有非法入境人员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并采

取相应的管控及惩戒措施。

“这些人员中如果有1例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携带者，

在当地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很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浙

江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浙江实施

“净海”行动是基于底线思维的查漏补缺，通过采取综合措

施，形成公海、近海、岸线、沿海的梯次管理，最大限度地阻

止境外疫情从海上输入的可能。

“净海”专项行动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全面的排查

清理。浙江整合了多部门的力量，开展海上集中巡航，对过

往船只和搭载人员进行全面核查，打击偷渡犯罪和非法船

只的活动。 （俞 菀）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蜀世子宝”金印

新华社消息 29日，记者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至2020年度江口沉银遗址考

古发掘共出土以金银器为主的文物10000余件，其中一枚

“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

江口沉银遗址是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与明朝参

将杨展开战的战场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6

年底开始对该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

据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今年1月

10日开始发掘，历时约3个月，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

勘探面积约10000平方米。

本年度共出土文物10000余件，主要为金银器，包括金

银币、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银服饰等。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发现一枚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

世子宝”四字。印台边长约10厘米、厚约3厘米，含金量高达

95％。“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

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

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

本年度还发现多个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银锭，对研

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具有重要意义。继上

一年度的工作中发现火铳之后，今年出土了不同大小的铅

弹，是判定江口为古代战场遗址的又一佐证。

刘志岩认为，为数众多的金银容器、金银服饰和金银

首饰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的工艺水平、服饰制度以及审美

情趣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除此之外，本年度的考古还确

认了文物在水下的分布状态、埋藏迹象等，对还原“沉银”

前的分船及分箱状态等历史细节提供了宝贵材料。

“本年度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蜀世子

宝’金印的发现，堪称重大考古发现。我们对遗址本身尤其

是文物分布规律的认识取得重要突破，对未来的保护和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刘志岩说。

据了解，当地将在江口镇两江交汇处建设江口沉银博

物馆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口工作站。

（童 芳 陈 健）

新华社消息 记者28

日从陕西省文物局了解

到，秦岭文化遗产资源调

查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

调查显示，陕西省内秦岭

区域文化遗产有 15000 余

处。

秦岭文化遗产资源调

查从 2017 年启动，由陕西

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组织开

展，目前已完成陕西省秦

岭区域世界文化遗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料名录

整理。

这次调查范围包括陕

西省内秦岭地区的46个区

县，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在

面积约为 95000 平方公里

内海拔 410-1500 米处。调

查范围包括古遗址、古墓

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

建筑；革命人物故居、革命

战争遗迹、革命活动纪念地

及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

工业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和

历史文化街区等。此次调查

还将民间文学、传统美术、

民间山歌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列入其中。

据初步调查统计，陕

西省内秦岭文化遗产有

15000余处，其中世界文化

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53 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93处、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 1456 处。这次调

查为全面摸清秦岭陕西段

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和现

状、保护与研究秦岭物质

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提供了基础性、科学性

资料。

秦岭以独特的地理位

置横亘于中华大地，不仅

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

线，也是长江、黄河的分水

岭，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

自然资源及文化遗产。

（杨一苗）

新华社消息 财 政

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

革委日前联合发布公告，

明确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政策。

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

发、稳定企业长期发展预

期，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称，对今年底到期

的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

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

策，延长实施期限。

三部门此次发布的公

告明确，自2021年1月1日

至2030年12月31日，对设

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

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鼓励类产业企

业是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

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

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

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西部地

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

根据公告，所称西部

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

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

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

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

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

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江

西省赣州市，可以比照西

部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执行。 （申 铖）

新华社消息 “我 国

生猪生产恢复势头持续

向 好 ，猪 肉 批 发 价格连

续 10 周下降，每公斤降 6

元左右。”农业农村部发

展 规 划 司 司 长 魏 百 刚 4

月 28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我国“菜篮子”产品价

格持续回落。此外他说，

春播进展顺利，今年仍然

有信心实现全年粮食丰

收。

魏百刚表示，生猪生

产克服了疫情期间一度

出现的仔猪、饲料运输供

应不畅等困难，一季度末

与去年底比，全国生猪存

栏增加了 1000 多万头，增

长 3.5％，能繁母猪存栏

增加了 300 多万头，增长

9.8％，我国猪肉批发价格

连续 10 周下降，每公斤降

6 元左右。他介绍，我国禽

蛋、牛奶产量也有一定幅

度的增加。蔬菜、水果等

鲜活农产品的供给增加，

价格基本回落到常年水

平。

“目前我国小麦从南

到北大多处于抽穗扬花灌

浆期，整体长势好于去年

也好于常年，再有一个多

月就收获了。”魏百刚表

示 ，小 麦 产 量 占 夏 粮 的

90%以上，今年夏粮丰收有

较好基础。目前春播进展

顺利，进度达到三成左右。

早稻插秧基本结束、面积

增加，扭转了连续7年下滑

的势头。

“这些年我国粮食生

产年年丰收，产量连续5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今

年仍然有信心、有底气、有

能力实现全年粮食丰收。”

魏百刚说。

（王秉阳 朱 超）

新华社消息 海军第

35 批护航编队 28 日从浙

江舟山某军港解缆启航，

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接替第34批护航编队执行

护航任务。

这次护航编队由导弹

驱逐舰太原舰、导弹护卫

舰荆州舰以及综合补给舰

巢湖舰组成，携带舰载直

升机 2 架、特战队员数十

名，任务官兵共 690 余人。

除巢湖舰执行过护航任务

外，太原舰、荆州舰均首次

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

任务准备期间，编队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科学筹划、周密组织，细

化完善方案预案，针对性开

展武力营救被劫持商船、反

恐反海盗和实际使用武器

等直前训练，进一步锤炼和

提升了编队遂行任务能

力。 （江 山 刘亚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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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内秦岭文化遗产资源达15000余处

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

我国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

黄鹤楼重新开放
4月29日，游客在武汉黄鹤楼

景区参观游玩。当日，武汉黄鹤楼

景区重新开放。目前，景区不提供

窗口售票，游客通过网络实名预

约购票。黄鹤楼主楼部分开放，每

半小时允许300名游客进入。

摄影/新华社记者 熊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