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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形势复杂
越要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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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声端午安康
比往年来得稍晚的节日，
愿你平安、
健康

杜家毫在省农业农村厅调研时强调，
稳住农业基本
盘，
深耕农业现代化，
着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A02

今年端午，
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
当前，
湖南正值主汛期，
各地正积极应对强降
雨。同时，
各地、
各场所也在稳妥实施常态化防疫
措施。这个假期，
无论你身在何处，
我们都想对你
说一声真挚的节日祝福。
吃粽子，熏艾叶，度佳节，伴亲友。古老的习
俗中，
共享平安与幸福。

两条地铁
即将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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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铁3号线、
5号线预计将于6月28日
开通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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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预计全球经济将萎缩4.9%
据新华社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4 日发
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 2020 年全球
经济将萎缩 4.9%，
较 4 月份报告下调 1.9 个百分点。
IMF 在报告中说，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对全球
经济的负面冲击超出预期，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尤
其严重。同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也较预期更为缓
慢。基于下半年继续保持社交距离、经济创伤加
剧、企业增加卫生安全措施以及金融环境保持现状
等基准假设，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将萎缩 4.9%，
但有望在 2021 年增长 5.4%。
IMF 说，自 4 月份以来，新冠疫情在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加速蔓延，
全球经济陷入同步且深度衰
退，
消费和服务产出显著下降，
流动性持续低迷且劳
动力市场受到重创，
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总
体低于预期，
料第二季度将出现更大幅度下滑。
具体来看，报告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
缩 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 3%，分别较
4 月份下调 1.9 个百分点和 2 个百分点。其中，美国
经济将萎缩 8%，欧元区经济将萎缩 10.2%，日本经济
将萎缩 5.8%，
均低于 4 月份预测。
此外，由于各经济体在疫情期间出台了大规模
经济刺激措施，IMF 预计今年全球债务占 GDP 之比
将 较 4 月 份 报 告 的 预 测 值 上 升 5.1 个 百 分 点 至
101.5%，
2021 年进一步升至 103.2%。

中印边境冲突责任完全在印方
国防部：
6月15日晚中方官兵在现地交涉时，
突然受到印方暴力攻击

据新华社电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4 日在国防部例行
记者会上强调，中印边境冲突责任完全在
印方，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吴谦说，中方对加勒万河谷地区拥有
主权。多年来，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此巡
逻执勤。今年 4 月以来，印度边防部队单
方面在该地区抵边修建设施，中方多次就
此提出交涉和抗议。5 月 6 日凌晨，印度
边防部队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阻
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试图单方面改
变边境管控现状。中方边防部队不得不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现场应对和边境地区
管控。在中方的大力推动下，双方经过多
渠道沟通，6 月 6 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首
次军长级会晤，双方同意采取切实措施，

缓和边境地区局势。印方承诺不越过加
勒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双方通过现地
指挥官会晤商定分批撤军事宜。但令人
震惊的是，6 月 15 日晚，印度一线边防部
队公然违背双方达成的共识，出尔反尔，
再次越过实控线向中方蓄意挑衅。中方
官兵在现地交涉时，突然受到印方暴力攻
击。这引发双方官兵激烈肢体冲突，造成
人员伤亡。中国边防部队果断采取自卫
措施，对印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有
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次事
件完全是由于印方违背共识、单方面挑衅
造成的，完全是在双方认可的实控线中方
一侧发生的，责任完全在印方。中方要求
印方严惩肇事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确
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ZAKER潇湘

吴谦表示，冲突发生后，中印双方通
过军事和外交渠道进行了沟通协调。两
国外长通电话，就公正处理加勒万河谷
冲 突 、推 动 现 地 局 势 降 温 达 成 一 致 意
见。两国防长通电话正在协商中，双方
于 6 月 22 日举行第二次军长级会晤，就
管控紧张局势、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深入交换意见。
吴谦强调，中印互为重要邻国，维护边
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印方与中
方相向而行，切实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
识，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协定协议，继续通
过各层级对话与谈判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共同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维护边境地区
和平稳定作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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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幅缩减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24 日对外公布 2020
年版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在已连续三年缩减的基础上，我国再次大幅缩减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释放了面对疫情冲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的强烈信号，
并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此次负面清单大幅缩减，
聚焦进一步推动制造业、
服务业、
农业
领域开放。其中，
在金融领域，
取消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
期货公司、
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在基础设施领域，
取消50
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
在制造业领域，
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
放射性矿产冶炼、
加工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在农业领域，
将小麦
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
在全国开放措施基础上，自贸试验区继续先行先试。医药
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教育领域，允许外商
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对外
资的所有股比限制全部取消，凸显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
放进程持续提速。
在汽车领域，按照既定的开放时间表，2020 年取消商用车外
资股比限制后，我国将于 2022 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
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 可以预见，这将带来各大汽车业
巨头对中国的进一步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
授崔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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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出行
交警提示避开拥堵
红场阅兵的中国身影
6 月 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方队
参加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
战争胜利 75 周年阅兵式。
当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隆重举行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阅兵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仪仗方队参加阅兵
活动。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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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预测今
年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出入口总车
流量 741 万台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
上升 16.7%。假期第一天全省高速
迎来车流高峰日，预测达 270 万台
次。预测假期每天 10 时至 12 时和
15 时至 17 时为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
“双高峰”
时段。
预测假期长张、杭长、长芷高速
的长沙段，沪昆高速湘潭、邵阳段，
以及京港澳高速长沙、岳阳段的交
通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缓行。扫
二维码看交警推荐的绕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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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与喝酒男友接吻被测出酒驾

废旧纸箱
手工做成5米龙船

搭乘高铁
出站可扫健康码

6 月 24 日上午，长沙天心区新兴
路幼儿园的孩子们被一艘放在校园
里的漂亮大船吸引。这艘龙船有 5
米长，身上贴着鲜艳的鳞片，龙头也
绘制得栩栩如生。
据了解，这是幼儿园的老师们
用废旧的纸箱等材料自己设计、制
作出来的。从设计、剪裁、拼装，再
到装饰，老师们利用下班后的时间
制作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给小朋
友们带来了这份惊喜。咚！咚咚！
伴随着强劲的鼓点声，小朋友们迫
不及待地
“登”
上龙舟，
集结出发。

如果您打算乘高铁出行，
下面这
则消息可得注意了。长沙火车南站
已经有了
“健康码”
智能核验系统，
目
前出站通道东、西出口 12 个监测通
道已全部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
乘客只需关注“湖南省居民健
康卡”微信公众号，注册个人信息，
领取健康码，即可扫“健康码”或者
直接刷身份证，快速出站。
“使用‘健
康码’智能核验仪，可提高查验健康
码的精准度，还避免了工作人员与
旅客的近距离接触。”火车南站地区
综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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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西安，一女子经呼气检测为酒后驾车，但其坚称
没喝酒。经抽血检测，该女子酒精含量为 0。据悉，女子当晚去
接喝酒的男朋友，开车前男友亲了她。她说，可能是亲吻的时间
较长，
造成其口腔内酒精含量超标。

525 涅磐 lc：真爱啊，一身酒气还亲得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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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条鱼跳起魔性集体舞
6 月 23 日，江苏南京，玄武湖翠洲门水域出现群鱼跳跃奇
观。上百条鱼集体在水面奋力跳跃。每年梅雨期，小规模的鱼
跃现象就会在玄武湖出现。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梅雨季节湖水
含氧量较平时低，而入水口附近水域中湖水含氧量更高一些；二
是因为此时鱼处于产卵期，
需要水流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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