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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万丈长缨缚
“毒魔”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任务重启

拟于今日择机执行

—— 我国坚定不移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述评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15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国禁毒工
作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保持对
毒品的“零容忍”，锲而不舍，常抓不懈，坚定不移打赢禁毒
人民战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五年来，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63.8 万起，打掉制贩毒团
伙 3.2 万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78 万名，缴获各类毒品 400 多
吨……全国禁毒部门以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高
度负责的精神，推动禁毒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实现毒
品形势整体向好、持续改观。

清源断毒
——聚焦平安中国建设，保持对毒品的
“零容忍”，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
西南边境，暗流涌动。
一个庞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跨国贩毒集团盘踞缅北，
通过境外指挥、网上招募人体藏毒运毒人员从事贩毒活动，
辐射全国 20 余个省份……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公安部指挥下，重庆、云
南、四川等 10 地及铁路公安机关，成立 28 个专案组，开展
25 轮联合收网行动，成功侦破特大跨国涉黑贩毒“5·24”专
案，抓获骨干成员 23 名、运毒人员 820 名。
这是我国全链条打击毒品制造贩运、全环节堵截毒品
走私入境的一个缩影。
毒祸一日不息，禁毒一刻不止。五年来，从“百城禁毒
会战”到“禁毒两打两控”，一个个禁毒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以“端制毒窝点、打贩毒团伙、控吸毒群体”为重点，全国公
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战果逐年提升。
斩断毒品出境入境通道——14 个省份联合开展
“净边”
行动，强化边境双向堵截，缴获毒品 13.5 吨、制毒物品 3200
多吨，
有效遏制了毒品入境内流和制毒物品入滇出境。
遏制国内制毒猖獗势头——组织制毒和制贩制毒物品
重点地区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实现国内制毒活动大幅萎缩，
国内制毒来源占缴毒总量的比例降至不到 20%。
打击网上涉毒嚣张气焰——集中开展网络扫毒专项
行动，共侦破网络涉毒案件 2.9 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 3.9 万余名，缴获毒品 12 吨，关停取缔涉毒网站 960 个。
猛药去疴，禁毒重点整治是解决突出毒品问题的良方。
国家禁毒委先后部署对119个毒品问题严重的县（市、
区）
进行重点整治，
已有88个地区毒品问题严重的状况得到扭转。
同舟共济，禁毒国际合作是人类应对毒品问题的关键。
今年 5 月 22 日，中方三艘执法船艇缓缓靠泊中国关累
港。第 93 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凯旋，行动共检
查车辆 37 辆、人员 56 人、货物 23.9 吨。
毗邻“金三角”毒源地，云南警方持续推进中老缅泰柬
越
“平安航道”
联合扫毒、中越边境联合扫毒等专项行动，不
断挤压境外周边制毒贩毒活动空间。
在铲除境外毒品种植源方面，通过加强与缅甸、老挝政
府的替代合作，推进境外罂粟替代发展规划编制及示范项
目建设，境外罂粟种植面积已实现连续三年下降，替代种植
面积达 300 多万亩。

北京施工工地发现
确诊病例 3 人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记者 郭宇靖 鲁畅）在 22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丁胜通报，
截至 6 月 21 日 24 时，北京市施工工地共发现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 3 人，
涉及 2 个工地。
丁胜介绍，截至 6 月 21 日 24 时，北京市排查住建系统
16 个区（平谷区无此情况）435 个项目，去过新发地的人员
743 人，接触过来自新发地食材配送人员或其他人员的
879 人，共 1622 人，现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目前，北京市
施工工地共发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3 人，涉及 2 个工地。
已及时会同相关区和疾控部门按照要求处置，相关工地采
取了封闭管理措施，情况平稳。
丁胜表示，针对当前北京市住建系统的疫情防控形势，
已连续出台紧急通知，细化完善施工现场疫情防控措施。
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疫情防控，有新发地密切接触人员的
工程项目暂时禁止人员出入。同时，严格按照二级响应下
十五项措施及相关防控指引要求，对办公室、宿舍、食堂、卫
生间、淋浴间等室内场所定期进行通风消毒，重点对猪牛羊
肉等食材的进货查验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来源可追溯。
6 月 21 日 0 时至 24 时，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9 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降为个位数。对此，北京市人民
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21 日，北京新增本地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总数有所下降，北京成功在最短时间摸清了疫
情传播的底数和重要风险点，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向好
发展态势清晰。但是仍要清醒地看到，首都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警贾巴伍各在搜捕在逃贩毒嫌疑人的过程中，因遭毒贩设伏
枪击牺牲，留下生命中最后一句话。
完善治毒
陌上草青，
映鉴忠勇。和平年代，
公安队伍流血最多、
牺牲最
——不断提升新时代禁毒工作能力和水
大，
长期与穷凶极恶毒贩斗争的禁毒警察，
牺牲负伤比例更高。
平，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禁毒英雄应慰怀——2019 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
下降 11.9%，连续五年呈总体下降趋势。
七年前的一天，破晓之前，
夜色凝重。一场
“雷霆扫毒”
行
五年来，全国共查处吸毒人员 427 万人次、共强制隔离戒
动让广东陆丰博社村成为“风暴中心”。3000 多警力对博社
毒 156 万人次。截至 2019 年底，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达
村展开大规模剿毒行动，现场缴获近三吨冰毒。
253 万余名，是 2015 年的 2.2 倍。
在博社村党支部书记蔡龙秋看来，这是博社村重生的起
“能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做人，
真好！”
点。回想当初，这个 1.4 万人的沿海村庄，高峰时曾有两成以
36 岁的张某曾因吸毒多次被强制隔离戒毒，其间，妻子
上家庭直接或参股制贩毒品，不少人家里就是制毒场所。
“水
因刑事案件入狱，年幼的女儿跟着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一度
黑了、地荒了、人走了。”蔡龙秋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这场强力
想过自我放弃。
禁毒，博社村最后只会有一个结果——走向毁灭。
这是一场与“毒魔”的争夺战。2018 年以来，内蒙古鄂尔
刮骨疗毒，力发千钧。重访博社村，昔日一度堆满制毒垃
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公安局禁毒民警几乎每周打电话、每月家
圾的道路两旁如今是挂满果实的荔枝林；海边滩涂上曾加工
访，定期带张某做毒检，
“就是要给他创造一个远离毒品和
‘毒
制造冰毒的窝棚，改造成了连片的鱼塘、虾塘……
友’
的环境”。
近年来，境内与境外毒品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新型毒品
为了点燃其生活的希望，公安机关根据他的从业经历，帮
危害相互交织、网上与网下毒品蔓延相互交织，毒品犯罪组织
他创业，承包园林绿化部门的小项目。
“我一定好好珍惜这失
化、网络化、暴力化明显增强……
而复得的好日子。
”
张某坚定地说。
严峻复杂的毒品形势，
呼唤更有效的治理。党的十八大以
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共建立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机构 3.8 万
个，
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48万多人，
一大批吸毒人员戒断毒瘾、
来，
国家不断加强顶层设计，
搭建起禁毒工作的
“四梁八柱”
。
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全环节服务管理吸毒人员、全链条
回归社会。
打击毒品犯罪、全要素监管制毒物品、全方位毒情监测预警、
谋长远之效，
须行固本之举。禁毒工作要从青少年抓起，
从
全球化禁毒国际合作，具有中国特色的
“六全”
毒品治理体系，
广大人民群众教育和防范抓起，
让人民群众积极追求健康文明的
展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
生活方式。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共治、公众参与……禁毒工作
这五年，禁毒教育联结线上线下，
预防青少年吸毒的禁毒
责任制和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保障机制逐步健全，毒品问题
基础性工程筑牢夯实——
禁毒内容纳入中小学生守则、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
全
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各方合力。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要坚持源头治理、从严
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已有 20.8 万所中（职）小
管控制毒物品。
学校、8625 万名中（职）小学生注册使用，基本实现在校中
五年来，
“ 天目铲毒”专项行动累计铲除非法种植罂粟
（职）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全覆盖。
1020 多万株、大麻 340 多万株，连续多年禁绝大规模非法种
这五年，禁毒宣传走进城市乡村，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植毒品原植物；全国共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 2300 多起，缴
理念深入人心——
获易制毒化学品 1.8 万吨，
有效遏制了制毒物品非法流失。
“禁毒流动课堂”
“禁毒宣传下基层”引导全民识毒、全民
因毒致贫、因毒返贫，是脱贫攻坚战场上“坚中之坚”，也
禁毒；
“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达 2800 余万，持续形
是毒品问题治理必须啃下的
“硬骨头”。
成强大禁毒舆论声势；
《湄公河行动》
《破冰行动》等优秀禁毒
云南保山市龙陵县村民郑某祥年轻时不慎沾染了毒品，
影视作品叫好又叫座……
戒断后多年来未曾复吸。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相关部门
禁毒重点整治攻坚战、创建禁毒示范城市攻坚战、禁毒脱
的帮扶下，2017 年初，郑某祥干起了养殖业。如今，他已经成
贫攻坚战……一场场全民参与的毒品综合治理攻坚战纷纷打
为村里的养殖大户和致富能手，2019 年底，他出售生猪 60 余
响，一个个绿色无毒城市、无毒乡村、无毒社区铺展美丽容颜。
头，年纯收入 15 万余元。
“若犹泄泄视之，
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
禁毒工作和扶贫工作相结合，实现双促进、双丰收。近年
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839 年 6 月，历时 23 天，2376254 斤鸦
来，全国梳理排查出 23.1 万名涉毒贫困人员，精准开展禁毒
片在广东虎门被销毁。林则徐的谆谆警言，唤起了中国人民
脱贫工作。截至 2020 年 3 月，全国涉毒贫困人口已脱贫 19.4
禁绝毒品的民族觉醒。
万人，脱贫率达到 84%。
“新中国，
禁毒严。除积弊，绝祸源。不松懈，不心软。为
人民，保健康……”181 年后，虎门向东约 300 公里，响亮的
“禁毒三字经”从位于博社村的甲西镇中心小学禁毒课上传
全民禁毒
出，每周不辍。
——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毒品社会危害，
厉行禁毒，是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义举善举。祖国
凝聚起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
下一代的琅琅书声，昭示出禁绝毒品、走向复兴的光明未来。
新华社记者 熊丰 毛鑫 王研 刘懿德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不要管我，快追……”2017 年 6 月，34 岁的四川缉毒民

国台办谈钓鱼岛问题

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针对有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
石垣市议会 22 日表决通过有关议案，更改钓鱼岛的所谓“行
政区划”名称，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2 日应询表示，关于这个
问题，外交部已经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要再次强调，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应共同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预警

提醒各地严防溺水事故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日前，重庆潼南区发生 8 名小学
生溺亡事件。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2 日发布预警，
提醒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引以为戒，认真落实防溺水工作
各项要求，严防溺水事故。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结合当地实际，广泛宣传防溺水知识和溺水危害，引导广
大学生珍惜生命，远离危险水域。要采取多种形式，反复提醒
学生在放学后、周末和节假日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到无
人看护水域玩耍；
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应对，以最快速度寻求
大人帮助，不要贸然盲目施救，
造成更大悲剧。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充分运用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通过家访、家长会、电
话、短信、微信、发放告知书等方式，
及时向家长进行防溺水风
险提示，督促家长增强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准确掌握孩子行
踪，切实做好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管，严防离校期间溺水
事件的发生。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联防
联控机制，加强重点水域隐患治理。

我国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近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将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跨行业融合，
提升智能道路基础设施水平，构建车联网综合应用体系，完善
标准规范，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
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有利于提升整体智能化水平，
促进信息消费和高质量发展。作为数字化和产业升级的有力
抓手，它对平抑风险、应对挑战意义重大。
工信部提出，在加快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突破的同时，
着力构建标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和安全保障，加
快打造开放融合的产业生态。

北京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
专家表示市民仍需警惕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记者 侠克）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22 日通报，21 日 0 时至 24 时，北京市新增报告本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9 例。持续八天两位数增长后，北京新增病例数首
次降到个位数。专家表示，目前北京疫情处在
“平稳期”
，并不
意味着未来没有新病例的发生，确诊的人数会新增并且持续
一段时间。市民仍需高度警惕，并做好防护。
自6月13日北京新增36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
至6
月20日，
北京每日新增病例数始终保持在20例以上。北京市人民
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
北京市21日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总数有所下降，
北京成功在最短时间摸清了疫情传播的底数和
重要风险点，
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
向好发展态势清晰。但仍要
清醒地看到，
首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今年 2 月曾前往武汉参与抗疫，负责指导武汉社区防控
工作的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社区

卫生首席专家吴浩表示，北京疫情目前处于可控状态，处在
“平稳期”
，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新病例的发生，随着核酸检
测等筛查工作逐步推进，确诊的人数会新增并且持续一段时
间，不应单纯看数字具体增加多少。
记者了解到，6 月 13 日以来，根据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
性疫情发展情况，为迅速阻断疫情传播，北京市启动大规模核
酸检测，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截至 6 月 20 日 6 时，已
累计采样 229.7 万人。
吴浩认为，需要做好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
“有些
地区没有病例不代表没有病毒，还有可能有无症状感染者的
存在。”吴浩说，按照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只要把传染源控制，
传播链阻断了，就可能出现一个数字断崖式的下降。市民仍
要高度警惕，戴口罩、勤洗手，家里多通风，做好家庭及周边环
境卫生。

我国首台 1000 吨级高铁箱梁
运架一体机投入使用
6 月 22 日，中铁十一局集团建设者将一台 1000 吨箱梁
架设在福厦高铁湄洲湾跨海大桥上，标志着我国首台 1000
吨级高铁箱梁运架一体机成功投入使用，我国高铁装备制造
和施工水平获得重大突破。
新华社发

“火眼”
金睛
建在北京大兴体育中心综合馆的气膜
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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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北京首座气膜版
“火眼”
核酸检测实验室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记者 罗鑫）北京大兴区体
育中心综合馆过去是人们运动的场地，出于北京市疫情防
控工作的需要，这里如今正在搭建一个可移动、自动化、大
通量的核酸检测实验室。
记者 21 日来到该实验室建设现场，只见工人们正在
紧张地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9 个高 3.5 米、占地 70 多
平方米的拱形白色气膜舱已搭建完毕，14 台自动化核酸
提取设备准备就绪。这是北京首座气膜版“火眼”核酸检
测实验室，将大幅提升北京核酸检测能力，缓解当前核酸
检测压力。
“这个实验室的整体功能、布局和传统实验室是一致
的，通过模块化创新，
依托气膜材料能够快速搭建起一个具
备检测能力的实验室，迅速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华大基因
北区首席代表刘心说。
据介绍，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物资 17 日从深
圳发出，19 日下午开始搭建。两天多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设
备安装和调试。预计 22 日投入试运行。
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尹烨说，这处实验室，除了 3 个气
膜舱作为样本接收区，另外 6 个气膜舱能容纳 14 台自动化
核酸提取设备，核酸检测能力能达到每天上万人份。

新华社西昌 6 月 22 日电（李国利 杨欣）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 22 日透露，6 月 16 日推迟执行的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任务相关技术问题已排除，任务重新
启动，拟于 6 月 23 日择机执行。
目前，执行任务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已完成加注前的
全部测试工作，功能、性能满足任务要求，常规推进剂加注已
顺利完成。

749
天津投注总额：
37900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185注 1040元
组选六 289注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 60个自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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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0 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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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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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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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金
344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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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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