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期，“蒜你狠” 再次发威。 记者在山东金
乡、 河南中牟等大蒜主产区调查发现， 产量下
降、市场供求是这波“蒜你狠”行情的决定性因
素，但其中也不乏投机者的推波助澜。

“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 在金
乡，“炒大蒜”并不是什么秘密，有时一批蒜在冷
库里没动，就被转手了好几次，在“蒜你狠”行情
推动下，许多投资者一夜暴富。

“今年投了100万元，差不多挣了100万元。”金
乡县马庙镇的蒜商老程说，他只是个小户，一千万
元以上的资金才算中等，大户的资金有的过亿元。

据了解，去年7月份，金乡大蒜收获后开始
收购入库时的价格约为4.7元/公斤， 而今年3月
中旬达到12.8元/公斤，上涨170%。

巨大的收益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2010年、

2012年、2016年是大蒜价格的波峰，其余年份则
较低。特别是2008年底，大蒜价格曾一度跌至只
有几角钱甚至是几分钱一斤。

在卓创资讯农产品分析师崔晓娜看来，这
轮大蒜价格上涨有三个原因：一是产量下降；二
是内需及出口等需求不减甚至增加；三是炒作。
“2014年全国产量下降约8%至10%，2015年底
和今年年初的大雪及寒潮又加剧了今年大蒜减
产的预期。 ”

在大部分蒜商看来， 市场供需是决定大蒜
价格的最根本因素，“大蒜多了， 再有钱你也难
以炒起来。 ”但他们也承认，炒作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加剧了价格的波动幅度，并且在炒作
过程中“什么办法都可能会用到”。

据多位业内人士介绍，操纵价格过程中，大

的蒜商有不少手段，其中之一是自买自卖，制造
价格假象， 引导其他蒜商跟风； 二是准备出货
时，以更高价格收购，但实际收购量较小，同时
暗地里大量签订单出货。

虽然大蒜价格暴涨，但对许多蒜农来说，直
接的收益却很少。 业内专家表示，减少大蒜暴涨
暴跌，最根本的还是稳定产量，并在此基础上加
大权威信息的发布，增加市场透明度，减少炒作
空间。

如何能减少炒作？ 中国大蒜产业信息联盟
秘书长杨桂华等人认为，应加大权威信息发布，
减少不合理预期。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在规范的
基础上，适度开展类期货交易，实现多空头力量
有效平衡，以此稳定大蒜价格。

（据新华社济南4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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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发唁电，对梁思礼同
志逝世深表哀悼，向梁思礼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

礼同志毅然归国， 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
瘁，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
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梁思礼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

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科技委顾问，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14日
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习近平发唁电表示哀悼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4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北京召开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
会，并作重要讲话。

李克强说，高等教育要着力围绕服务
国家创新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注重增强学生实践
能力，培育工匠精神，践行知行合一，多为
学生提供动手机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助力提升中国产品的质量。 注重推
动教育公平，继续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
上重点大学实行倾斜，让更多困难家庭孩
子能够受到良好教育，在平等竞争中拥有
上升通道、释放创造潜能。

李克强指出， 要加快建设一批高水
平大学。 国家确定了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 鼓励公办

民办各类学校办出特色、分类发展。 当前
要抓紧出台促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措
施，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精准支持。

李克强说， 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
域“放、管、服”改革。 结合高校特点，简除
烦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 凡高校能
够依法自主管理的， 相关行政审批权该
下放的下放， 要抓紧修改或废止不合时
宜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 破除制约学
校发展的不合理束缚。 同时，有关部门要
完善督导监管，积极探索为学校、教师、
学生服务的新途径、新方式。

李克强强调，建设高水平大学要充分调
动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健全教师
评价制度，更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要积极提携后进，形成青蓝相继、
人才辈出的局面，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李克强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强调
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更大活力

“蒜你狠”炒家：

大户资金过亿 小户投100万挣100万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
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
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
称“七五”普法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法
治宣传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 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领导、 人大监
督、 政府实施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
体制，确保“七五”普法规划各项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 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

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
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坚持
从青少年抓起，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法律知识、
树立法治意识、养成守法习惯。

通知指出，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普法宣传教育机制进
一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实效性进一步增
强，依法治理进一步深化，全民法治观念
和全体党员党章党规意识明显增强，全社
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中共中央国务院
转发“七五”普法规划

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梁思礼逝世

我军机赴永暑礁
转运重病工人

4月17日， 一架正在南海执行空
中巡逻任务的海军巡逻机紧急飞赴南
沙， 降落在永暑礁机场， 将李万美等
3名重病工人转运至海南解放军三亚
425医院接受救治。

图为海军巡逻机转运重病工人抵
达三亚凤凰机场。

新华社发

� � � �据新华社基多4月17日电 厄瓜多尔
总统科雷亚17日公布最新官方数据说，
厄瓜多尔西北部沿海地区地震死亡人数
已经升至233人，另有1500多人受伤。 中
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说， 目前首都基多
没有华侨华人伤亡的报告。

当地时间16日18时58分（北京时间
17日7时58分）， 厄瓜多尔发生7.8级地
震， 震中为西北部马纳维省北部沿海地

区，震源深度为10公里。包括首都基多在
内的厄瓜多尔大部分地区震感明显。

厄瓜多尔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本
次地震是该国自1979年以来震级最高的
一次地震。

据新华社东京4月17日电 据日本广
播协会17日报道， 14、 16日在熊本县发
生的连环强震累计已造成至少41人遇
难， 3000多人受伤， 仍有11人失踪。

厄瓜多尔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33人
日本强震遇难人数升至4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