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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遭遇挑战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今年全球面临严
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可能由 1.35 亿增至 2.65
亿。
“近几十年来，全球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现在全
球粮食总产量已经大于消费量，但粮食体系失衡问
题日益严重，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加
剧了粮食体系的失衡。”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
代理代表欧敏行说。
贫困是造成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主因。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许多地区人口收入下降、购买
力降低，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面临新的饥饿威
胁。即使是发达国家，一些人也因失业导致买不起
食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认
为，全球很多饥饿人口是由战争和冲突造成的 。
2019 年粮食最不安全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
爆发过战争和冲突。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济
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认为，国际金融投机
资本可能利用疫情和粮食减产预期大肆炒作，引发
全球市场恐慌，推动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导致全
球粮食出现危机。

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国粮食安
全经受住了考验，粮食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实

践再次证明，
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
把中国人的饭
的损失浪费，
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饭碗里装满中国粮，
才能保障
携手应对世界粮食安全挑战
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国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蔓延冲击全球粮食
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供应秩序的严峻挑战，
加强国际合作，
是避免当前全
来，我国立足本国国情、粮情，实施新时期国家粮食
球粮食危机挑战的有效举措。
安全战略，
全面加强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能力建设，
近年来，
各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
粮食产能稳定、库存充裕，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合作和治理能力明显提高。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为保障全国
“米
G20 机制建立了粮食监测预警系统并发挥积极作
袋子”安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经济社会发
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疫情期间采取各种方
展、国家大局稳定提供了坚强保障。
式帮助贫困人群，
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作为负责任大
粮食安全不仅是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更高层
国，
中国在确保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
秉持人类命运
次还有产业安全。2017 年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共同体理念，
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
持续加强粮食安
备局全力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
全治理合作 ，有效应对疫情影响 ，共筑全球粮食
发展，构建从原粮到成品、产区到销区、田间到餐桌
安全。
的“大粮食”
“大产业”
“大流通”格局，在更高层次上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表示，中国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将继续推进粮食领域南南合作，探索国际粮食合作
丰收不忘节约，消费不能浪费。当下全社会正
新模式，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经贸合
行动起来，
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
营造厉
作关系，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气，坚决杜绝“舌尖上的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
浪费”，减少粮食产后收购、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
持续农业”
作出应有贡献。

危害粮食生产安全典型案例公布
本报北京 10 月 16 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16
日，公安部对外公布打击危害粮食生产安全犯罪十
起典型案例。
近年来，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涉粮食生产安全犯
罪侦查打击工作。今年以来，在“昆仑 2020”专项
行动中将打击危害粮食生产安全犯罪摆上突出位
置。全国公安机关集中破获了一大批重大案件，抓
获一批犯罪嫌疑人，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共
破获制售假劣农资犯罪案件 614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910 名，涉案价值 11 亿元；破获非法占用农用地

案件 199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49 名，涉案农用
地 2263 公顷；破获各类污染环境案件 2437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6415 名，涉案价值 12 亿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深入推进
“昆仑 2020”专项行动，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
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非法占用农用地、污染环境等
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
协作配合，
健全工作机制，
畅通信息交流、情况通报、
检测鉴定、案件移送等渠道，着力形成工作整体合
力，
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当下，VR（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产与生
活的众多方面。而 5G 商用的加速到来，正在开启 VR 产业
发展的新一轮热潮。自 2016 年宣布打造全球首个城市级
VR 产业基地——中国（南昌）虚拟现实 VR 产业基地以来，
搭平台、引产业、强应用、办展会……VR 在江西正一步步
从虚拟技术变成现实产业。
位于红谷滩区九龙湖片区的中国（南昌）虚拟现实 VR
产业基地，被誉为江西 VR 产业的“启航”之地，VR 技术在
这里焕发出勃勃生机。距 VR 产业基地直线距离 8 公里处，
南昌 VR 科创城一期项目已现雏形。
结合人工智能、
5G、
云计
算、
大数据打造智能产业网络，
这里将以
“VR+”
构筑起江西虚
拟现实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区域，
打造成为世界级 VR 产业
集聚之地、
展示之地、
创新之地。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西全省集聚 VR 企业 300 多
家，相关产值已由 2018 年的 42 亿元发展到 2019 年的 120
亿元，预计今年可突破 200 亿元，力争 2023 年产业规模突
破 1000 亿元。江西 VR 产业已初步形成技术、产品、服务
和应用协同推进的生态化发展格局。
在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运用 AR 技
术的焊接机器人正在为锅炉壁板打抓钉。
“这是我们打造的
国内首创智能螺柱焊接系统，将焊接效率提高至人工焊接
的 3 倍至 5 倍。”联想新视界（江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旭介绍，下一步，公司将在江西探索以 AR+工业互联
网、5G+边缘计算、VR+新一代视频、AI 工程为核心技术引
擎，
驱动传统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为解决创新不足，
突破人才瓶颈，
目前江西有超过 30 所
院校设置了 VR 周边学科，10 所院校设置了 VR 专业方向。
“目前，
我们正加强与高校、
企业、
机构等的合作，
高标准打造
华为南昌研究所、VR 科创城等创新平台，着力突破光学显
示、交互系统等行业关键共性技术，
加快实现虚拟现实技术
的革命性突破。
”
江西省工信厅厅长杨贵平介绍，
根据规划，
江西将以南昌市为核心，
形成制造、
内容、
软件开发等环节的
产业闭环；
依托吉安、
赣州、
九江、
上饶、
新余、
萍乡、
赣江新区
等地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基础，
发展智能穿戴、数字视听等硬
件整机设备，
以及触控显示模组、新型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等
关键零组件产品，巩固和拓展 VR 产业链条；鼓励鹰潭、宜
春、抚州等地大力发展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
促进 VR 在
民生及各行业领域的应用渗透和融合创新，
强化对 VR 产业
的战略支撑。
10 月 19 日至 20 日，以“VR 让世界更精彩——育新机、开新局”为主题的 2020 世
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将在南昌市举办。这一 VR 产业领域的标杆性会议，此前已在
南昌成功举办了两届，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虚拟现实产业的重要窗口。
“我们将持续用
力打造好世界 VR 产业大会‘金字招牌’，着力打造 VR 产业‘江西高地’，让 VR 产业成
为引领江西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爆发点和新动力。”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吴
忠琼说。

产业高地孕育发展新动能
VR

10 月 16 日，2020 年世界粮食日和中国粮食安
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世界粮
食日和中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分别以“齐成长、同繁
荣、共持续，行动造就未来”和“端牢中国饭碗、共筑
全球粮安”
为主题，彰显了中国守住粮食安全生命线
的坚定决心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大国担当以及全
球合作共同维护粮食安全的良好愿景。

江西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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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全市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基本排除社区传播风险
本报青岛 10 月 16 日电 记者刘成报
道：
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表示，截
至 10 月 16 日 18：00，青 岛 全 部 完 成
10899145 个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经国家、省联合专家组判定，本起疫情是
一起医院聚集性疫情，排除由社区传播传
入医院的可能性，传染源来自青岛港两名
无症状感染者，系由两名感染者与普通患
者共用 CT 室引发的聚集性疫情，不存在
社区传播。
薛庆国称，专家组据以上信息研判后

10 月 15 日，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
县对江镇龙场村豆香源食品厂，员工
正制作豆干。
大方县豆干是国内豆制品深加工
产业的一张名片，当前正值新黄豆上
市季节，当地商家抓紧工期，生产各种
黄豆深加工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
王纯亮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贫困人口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工资性收入和
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出行难、
用电难、
上学难、
看病难、
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普遍解决，
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今年全面脱贫目标完成后，中国将提前 10 年实
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中
国非凡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不久前评价说。

安徽岳西县青天乡青天村，遭了水灾的贫困户
余成龙在农技专家指导下恢复生产，儿子在村里的
公益性岗位工作；
今年前 5 个月，7.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入美
团平台成为骑手有了收入……
这一个个“战”贫瞬间，昭示着人们摆脱绝对贫
困的顽强奋斗！
剩余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鏖战正酣，各地积极落
实
“挂牌督战”
，
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最后的胜利——
在云南，全省聚焦未脱贫的直过民族和未摘帽
县，16 名省级领导紧盯未摘帽的 9 个县和剩余贫困
人口超过 5000 人的 7 个县，将“挂牌督战”落实到
“不破楼兰终不还”——全力克服 “百日总攻”
“百日提升”等扶贫专项行动，实施全员
大作战、
汇聚各方帮扶力量，
强化就业扶贫、产业扶
疫情灾情影响，凝聚攻坚合力
贫，巩固
“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
国庆长假刚过，秦巴山区深处的陕西省安康市
在四川凉山州，不会普通话、医疗资源匮乏、增
汉滨区松坝社区工厂一派火热。41 岁的程爱民是
收渠道窄等问题，成为挂牌督战的重点之一。12 个
车间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他 15 岁因骨髓炎落
省级部门分别组建工作专班，
聚焦未摘帽贫困县、未
下残疾，从此被深锁大山。山高、路远、地薄，摆脱贫
退出贫困村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四川省人社厅
挂牌督战凉山州就业扶贫工作专班，聚焦户户有就
困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程爱民没想到自己的脱贫梦有实现的一天。 业目标，重点针对凉山州贫困劳动力基础台账建设
2018 年，
他和父母易地扶贫搬迁进松坝社区，
在社区
管理、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和新增转移就业、公益性
工厂就业。
如今一家 3 口每月收入有 5000 元，
再也不
岗位新增就业及问题整改四个方面，
进行实地督战。
在甘肃，当地紧盯未摘帽的 8 个贫困县、未退出
用住四面漏风的土坯房了。
“这日子，
盼了太久！
”
的 395 个贫困村和 17.5 万未脱贫人口，紧扣产业扶
今年，尽管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他们在各
贫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级挂牌督战。并结合各
界支持下，全力应对。
“2 月就复工了，现在产能已恢
级巡视和自查自纠，
全省各地反反复复
“过筛子”
，
千
复到正常水平。这波疫情冲击顶住了！”
社区工厂负
责人刘德财说。
方百计摸情况、补短板。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面对夏季的严重洪涝灾害，社会各界合力攻坚
保住了脱贫成果。18 个省份报告了洪涝灾害影响，
好日子还在后面——脱贫摘帽是
因灾纳入脱贫监测户 5061 人、边缘户 9751 人。经
过努力，没有因灾致贫返贫人口。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决战决胜之年，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干部群众努
娜布拉的家在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镇莫
力克服疫情和洪水灾情影响，用勤劳双手书写脱贫
窝村五组。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几年时间她从贫
攻坚伟大奇迹——
湖南十八洞村，昔日穷乡僻壤已是美丽乡村。 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可是，今年受疫情影响，蜂
蜜、茶叶等特产滞销，
她差点返贫。
“多亏扶贫干部帮
国庆长假期间，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从网上打开销路。
”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水泥运动
西盟是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的贫困县，自然条件
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孩子们住进了崭新宿舍；

表示，目前已可以基本排除疫情社区传播
的风险和蔓延扩散的可能性。
据悉，青岛从 11 日凌晨启动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后，全市整合采样检测资源，
再加上省和各兄弟城市支援青岛的核酸
检测队伍，共设置核酸检测采样点 3600
多个，9106 位医务工作者在各采样点上
从事采样工作。
薛庆国表示，着眼于秋冬季疫情防
控，青岛将严格落实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常态化防控措施。

2020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深圳举行
差等致贫问题突出。两年前，西盟县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没有懈怠，
接续开展
“星
火行动”，培养优秀后备村干部、培养村民小组致富
带头人，
让大家朝着更好的生活奋斗。
奋斗是脱贫的底色，也是人们迈向更好生活的
力量。你看——
那一个个扶贫车间生产火热，部分地区出现节
假日赶订单的情况。截至 9 月 30 日，52 个挂牌督战
县 2020 年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5.68 万人，是
2019 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16.2％。
在以蔬菜为脱贫支柱产业的甘肃定西市安定
区，来自福州市台江区的扶贫干部动员福建籍客商
采购当地优质蔬菜，截至 9 月，约 2 万吨西芹、毛芹
等蔬菜被端上东部市民的餐桌。
国家级电商平台“扶贫 832”销售平台上线农产
品超过 6.8 万个，交易额突破 31 亿元，有效解决贫困
地区农产品
“卖难”
问题。
新经济、新业态为扶贫注入新动能。过去一年，
664 万名来自贫困地区的群众通过“快手”平台获得
收入。
“快手”平台成立扶贫办公室，从电商扶贫、旅
游扶贫等方面帮扶贫困地区。
脱贫摘帽后，一个个初具雏形的乡村振兴样本
正稳定巩固脱贫成果。
在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
“摘帽”
的贫困
县井冈山，当地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推进“一户一块
茶园、一户一块竹林、一户一块果园、一户一人务工”
的产业就业模式，
群众日子越过越好。
在浙江德清县沈家墩村，如今家家盖起了灰瓦
白墙的联排小别墅，
享受新农村的美好生活。
“春风十里稻花香，水清沙白鱼儿壮。
‘股票田’
里好风光，致富乡里树百强……”近日在浙江平湖
举办的浙江省“老乡说小康”农民故事大赛总决赛
现场，当地“老乡”以情景剧的方式讲述了家乡的
巨变。
……
脱贫攻坚战最终胜利之时即将到来。
人们必将以
此为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努力向着更好的日子奔跑！
文/新 华 社 记 者 侯 雪 静 吴 光 于 陈 晨
杨 静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10 月 15
日，
以
“开放合作、
共赢共享”
为主题的2020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深圳开幕。
本届海
博会推出展会、
论坛和配套活动，
打造集技
术交流、
产品展示、
成果交易、
高端论坛、
招
商引资于一体的海洋经济国家级展会，助
推全球企业融入共赢共享的蓝色经济。

本届海博会展览面积 6 万平方米，搭
建船舶及港口航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
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态环保
和安全、海洋生物医药六大板块。608 家
国内重点海洋经济龙头企业，60 多家外
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携领先产品、解决
方案及技术需求亮相。

千吨级“液态太阳燃料合成示范项目”通过鉴定
本报兰州 10 月 16 日电 记者赵梅
报道：10 月 15 日，千吨级“液态太阳燃料
合成示范项目”
在兰州新区通过了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
鉴定。
据介绍，
“ 液态太阳燃料合成示范项
目”
是大连化物所李灿院士在西部地区先
行先试的一个千吨级示范项目。项目利
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电解

水生产氢能，并将二氧化碳加氢转化为甲
醇等液体燃料，被形象地称为“液态阳
光”。项目的实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保
证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6 日，
“绿色氢能和液态阳光甲醇高
端论坛”
在甘肃兰州新区举行。来自国内
的 18 名院士、逾百名知名专家学者通过
主题演讲和座谈交流，共话新时代背景下
绿色能源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中老铁路国内玉磨段完成投资近九成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孔祥文
报道：
近日，
中老昆万铁路重点工程——国
内玉磨段铁路南联山隧道贯通。
目前，
中老
铁路国内段完成投资近九成。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该项目部经理王
冠英介绍，中老铁路全长 1000 多公里，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战略的对接项目，对于促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中老铁路国内玉磨段位于云南省南
部，是国家 I 级电气化铁路，全线共设 29

个车站，
设计时速为 160 公里。
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南联山
隧道为单线隧道，全长 9850 米，地质条件
复杂。项目技术小组邀请专家多次会诊、
论证，并经过反复试验，创新施工方案，攻
克了 40 余项技术难题，形成了一套我国
西南地区风化围岩隧道掘进综合施工
技术。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国内段隧道工程
已完成 97.6%，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454.6 亿元，
完成投资计划近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