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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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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领证
鼓励新人带亲友团

教师节，
你最想对老师说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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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上午，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
模”颁奖典礼举行，多名教师获“湖南省教
书育人楷模”称号。教师节，你可给自己
的老师打上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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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疫情
美地堡销量涨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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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湖南雨水频繁现身
本报长沙讯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
周湖南雨水频繁现身，10 日，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
强降雨天气，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等强对流天气；11 日至 12 日，湘南小到中雨，东部
多云，其他地区有分散小雨；13 日至 14 日，雨带自湘
西、湘北重新发展，湘西北局地大到暴雨；15 日起，
省内还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具体来看，10 日 8 时至 11 日 8 时，湘西北小雨转
多云，湘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
到大雨，其中长沙东部、岳阳部分暴雨，局地大暴
雨；北风 2～3 级；最高气温湘东南为 30～32℃，湘北
为 26～28℃，其他地区则为 28～30℃；最低气温方
面，湘东南为 23～25℃，其他地区为 21～23℃。
11 日 8 时至 12 日 8 时，湘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
他地区多云；北风 3～4 级；最高气温湘西北为 23～
25℃，湘东南为 28～30℃，其他地区则为 25～27℃；
最低气温方面，湘西、湘北为 19～21℃，其他地区为
21～23℃。
记者陈诗娴

好看

父女落水
多名市民接力救人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今日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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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澳方立即停止野蛮无理行径

澳门恢复
往返蛇口码头客运航线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9
日说，
澳方今年6月下旬对4名中国驻澳大利
亚记者进行突击搜查，
并扣押工作电脑、
手机
等物品，
迄今未就搜查中方记者给出合理解
释且未向中方记者归还全部被扣押物品。中
方要求澳方立即停止野蛮无理行径，
停止以
任何借口对在澳中方人员的骚扰、
打压。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经向
有关新闻机构了解，今年 6 月下旬，澳大利
亚安全情报机构以可能违反澳“反外国干
涉法”为由，对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获悉，澳
门外港客运码头和氹仔客运码头往返深圳蛇口的两条海上客运
航线，
将于 9 月 10 日恢复运营。
海事及水务局表示，随着粤澳两地人员逐步恢复正常往来，
为方便市民及旅客，缓解陆路口岸的通关压力，从 10 日起恢复上
述两条航线并逐渐增加班次。10 日至 13 日，上述两条航线每日
每条对开 1 班；14 日起，调整为每日每条对开 2 班；21 日起，调整
为每日每条对开 4 班。

外交部：
澳方迄今未就搜查中方记者给出合理解释
和中新社驻澳大利亚的 4 名记者进行突击
搜查和盘问，扣押了工作电脑、手机，甚至
还包括记者孩子用的儿童平板电脑和电
子玩具等物品。
“据了解，澳方迄今未就搜
查中方记者给出合理解释，仍未向中方记
者归还全部被扣押物品。
”
他说，中国媒体驻澳记者严格遵守当
地法律法规，秉持客观、公正原则进行采
访报道，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
往来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工作受到各方
的普遍好评。澳大利亚政府所作所为严

重干扰中国媒体在澳正常报道活动，粗暴
侵犯中国驻澳记者正当合法权益，对记者
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充分
暴露了澳方一些人标榜的“新闻自由”和
所谓“尊重并保护人权”的虚伪性。他们
的行径也完全不具建设性。
赵立坚说，
中方已就此多次向澳方提出
严正交涉。
“我们要求澳方立即停止野蛮无理
行径，
停止以任何借口对在澳中方人员的骚
扰、
打压，
确保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
不
要再做任何干扰两国人文交流合作的事。
”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大幅增加鼓励条目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 8
日在出席
“云上投洽会”
上线仪式时表示，
商
务部正加快推进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的相关工作，
将大幅增加鼓励的条目，
支
持更多外资企业享受到相关的优惠政策。
王受文表示，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流行，世界经济低迷，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上升，全球市场需求不足，国际投

资合作方面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国
务院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举措，
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从危机中
寻求新的机会，
在变局中开拓新的局面。
王受文强调，
商务部将继续落实好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
让更多外资企业分享中国市场、
中国机遇。
同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

ZAKER潇湘

帮助解决外资企业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切
实落实好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的规定，
营造
稳定、
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我们将加紧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
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以高水平对
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推动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王受文说。

地方政府债券
8月发行近1.2万亿元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 9 日发布数据显示，8 月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 11997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发行 9208 亿元，再融资债券发
行 2789 亿元。
截至 8 月底，今年累计发行地方债 49584 亿元；其中，新增债
券发行 37499 亿元，再融资债券发行 12085 亿元。新增债券已经
完成全年发行计划的 79.3%。
财政部国库司表示，受宏观经济复苏预期增强等因素影响，
8 月债券市场利率有所上升，当月地方债平均发行利率为 3.53%，
比 7 月上升 13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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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女童凌晨独自上街，
小伙一路护送

秋日珠峰
9月5日在西藏加乌拉山口附近拍摄的珠
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这里是冰雪的世界，
风景十分壮观。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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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福建莆田，
一名3岁小女孩凌晨独自在大街上溜达。一小
伙看到其身旁没有大人跟随，
便紧跟上去，
一路护送直到将她交给民
警。据当地公安通报，
当日凌晨3点多，
孩子父母赶到派出所将孩子
接走。原来他们趁孩子睡着去送货，
没想到孩子醒来跑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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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田间现
大量蘑菇圈

湖南学霸
拿下
“达摩院青橙奖”

长沙高校
出现最狠标语

近日，浏阳，一田间草皮上出现
大量的蘑菇圈，生长得十分茂盛，甚
是壮观。
这一现象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
观，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心：如此密
集生长的蘑菇是否有毒？对此，湖
南师范大学教授陈作红探访后淡定
表示：可食用。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
看田间出现蘑菇圈。

达摩院青橙奖公布了十人获奖
名单，每人奖励 100 万元，主要奖励
35 岁以下科学家。
来自长沙的黄高获奖，年仅 32
岁就已成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理
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也是国内计
算机视觉领域第一作者论文被引次
数最高的学者。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
看湖南学霸拿下百万元大奖。

长沙医学院迎来开学季，校内
悬挂了许多有意思的标语，其中一
条“ 同 学 们 ，欢 迎 回 来 考 上 学 期 的
试”，引发网友热议，说这是最狠的
标语。据了解，这些标语主要是用
来提醒有线下考试的学生以及需要
补考的学生。有的同学说，看到横
幅感到好笑又心酸。
扫码进入潇湘晨报官方微信，
看新闻早餐。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
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潇湘晨报

9月9日13:33

考上清华的工地少年报到了
在清华大学新生报到现场，出现了不久前登上热搜的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考生孙川的身影。在今年高考中，他以
675 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前几天，
他还在工地打工。他表示，这是自己和爸爸第一次来北京，对即
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
“ 除了要加倍努力好好学习，还希
望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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