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毅力”号
火星车成功着陆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8日电（记者 谭
晶晶）美国“毅力”号火星车18日在火星成
功着陆，将寻找火星上可能存在过的生命
迹象。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毅力”号于美
国东部时间18日15时48分许（北京时间19
日4时48分许）进入火星大气层，在7分钟内
完成进入、下降和着陆，于15时55分许在火
星赤道以北的耶泽罗陨石坑着陆。

随后，任务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
“毅力”号登陆火星后拍摄并传回地球的第
一张照片。

美国航天局表示，“毅力”号成功完成
火星着陆，但其探索火星的任务才刚刚开
始。未来数周“毅力”号将进行一系列测
试，随后开始对耶泽罗陨石坑长达两年的
探测任务。

美国航天局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表
示，“毅力”号是美国航天局迄今为止最宏
大的火星车探测任务，主要任务是寻找火
星上是否存在过生命迹象。为找到答案，
任务团队为“毅力”号在耶泽罗陨石坑着陆
做了最充分准备，这个区域也是有史以来
探测器登陆火星最艰难的区域。
“毅力”号于去年7月30日从美国佛罗

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在历
经203天飞行后抵达火星。“毅力”号是美国
航天局造访火星表面的第九个探测器，其
任务包括寻找火星远古时期可能存在过的
生命迹象，探索火星的地质和气候特征，为
未来人类探索和登陆火星探路等。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毅力”号将是首
个从火星采样以供送回地球的探测器，它
从火星上采集的岩石和土壤样本未来将在
其他火星探测任务中被带回地球。首架火
星直升机“机智”号随“毅力”号一同在火星
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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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 沐铁城）如何解决东北
地区人口减少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18日发布对全
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
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对于“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相
关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
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
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
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
工资更高的地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
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
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
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

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
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国家卫生健康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

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
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
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

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关

于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通过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城企合作，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将继续加强区域人口发展战略研
究，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构建支持家庭生育的制度体系，
进一步激发生育潜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教育部获悉，
2021年高考全国统考时间“回归”，确定为6月7日、8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高考曾延期至7月举行。
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要求，做好考生和考务人员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健
康状况监测。认真落实入场体温检测、考场全面消毒、
通风、保持间距等措施。开展全覆盖式防疫教育和防
疫培训，确保全体考生和考务人员熟知防疫知识和操
作流程。
为完善高考入学机会公平保障机制，通知要求，继续将

招生计划增量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继续实施重
点高校专项计划。进一步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
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
员随迁子女能在当地参加高考。进一步加强高考报名资格

审核，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高考移民”，切实维护高考招生
秩序。

今年，新高考在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
重庆等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落地。通知要求加强全流程
全员模拟演练，确保改革平稳落地。

在命题方面，通知强调，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考查和引导，增强试题开放性、灵活性，引导减少死记硬背

和“机械刷题”现象。强基计划试点高校要完善招生程序和办
法，着力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生。

为进一步规范高考成绩发布和相关宣传工作，通知强调，
除教育部规定的特定事项外，只能将考生的高考成绩信息提
供给考生本人及有关投档高校，不得向考生所在中学及其他
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
率”“高分考生”等。

如何解决东北人口减少问题？
国家卫健委：立足本地实际 实施全面生育政策试点方案

2021年高考时间“回归”
6月7日、8日两天考试 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高考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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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食药安全底线 三部门重拳治乱

精准惩治 等违法犯罪
严守食药安全底线，三部门合力重拳治乱。2019年9

月至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药监局联合开展了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
行动。专项行动查办了多少案件？典型案例有哪些特点？
下一步，三部门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作？三部门相关司局负
责人19日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题一
专项行动查办了多少案件？

答：据初步统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28.48万件，罚没款27.25亿元，吊销食品类行政
许可775件，移送公安机关3346件。

药品监管部门查办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领域违法
案件10.77万件，罚没款18.40亿元，责令停产停业2041
家，移送公安机关1306件，完成对全部在产的37家疫苗生
产企业年度巡查，有力保障流感疫苗等供应。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3945件
7298人，起诉8791件17066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此
类刑事案件1369件 1499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731件
810人；立案涉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35381件，办理
诉前程序案件30800件，提起公益诉讼1683件。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检察机关积极
探索建立涉嫌犯罪案件和损害公共利益案件线索互送、调
卷研判协商、公益诉讼协作配合等工作机制，全力打造食品

安全领域全链条监管协助机制。联合检察机关强化立案监
督，有效推动解决有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促进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有效落实。

问题二
此次发布的15件典型案例有哪些特点？

答：针对执法司法实践中易发频发的案件，结合专项行
动成果，发布了15件行政、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这些案
例都是发生在群众身边，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15件典型案例覆盖领域广，既有涉及境外疫区肉制品、
添加禁用物质的减肥咖啡和保健食品、“毒酿皮”“假烤鸭”、
篡改生产日期的熟食、网络订餐平台不履责等食品领域案
件，也有黑作坊制售假药、药店销售过期劣药的药品领域案
件，还有不合格化妆品案件以及危害农业安全的伪劣种子
案件。有的在传统实体店面销售，有的组织销售团队大规
模推销，有的则是通过网络广泛发售，危害很大。

上海韩某某、洪某某在减肥咖啡中掺入国家禁止添加的
西布曲明并在网上大规模销售，销售金额达800余万元，危害
众多网络消费人群的身心健康。

吉林孙某某等人在未取得相关生产许可资质的情况下，
在小作坊内套用不同包装生产保健食品，随意添加西药成分，
销售数量达1400余箱，严重破坏了保健食品市场秩序，危害
消费者身体健康。

安徽李某某等人在黑作坊生产假“盐酸贝那普利片”“阿

司匹林肠溶片”等假药后销往多地，生产、销售金额合计300
余万元，直接危及心脑血管等疾病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
危害极大。

同时，这些案例还涉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此
罪与彼罪的区分把握、通过公益诉讼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问
题，对各地执法办案部门也有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

问题三
下一步，三部门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作，严守食

品药品安全底线？

答：保持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力度不减，狠
抓案件查办，完善治理体系。

突出重点领域，聚焦“三无食品”“过期食品”“未经检验检疫
食品”等问题，严厉打击农村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犯罪，切实
维护农村食品安全。大力惩治保健食品领域非法添加、虚假宣
传违法犯罪，满足人民群众保健需求。

依法加大对制售假劣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犯罪的打击
力度，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精准惩治制售伪劣药品以及来
源不明冷链食品等违法犯罪，紧盯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积
极推进疫苗等重点防疫产品的监管，加强前瞻分析研判，依法
惩治犯罪行为。深入开展网络违法违规售药和化妆品“线上净
网线下清源”专项整治，维护药品、化妆品网络消费安全。

此外，进一步完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增进监管协同，推
进有关市场监管、农产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
法制定出台，提升打击合力。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 马卓言 孙楠）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希望美方倾听工商
企业界和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呼声，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同中方
一道加强对话沟通，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经贸
合作，妥处经贸分歧，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据报道，18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采访时称，现阶
段将维持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希望中国继续履行承诺，
美将评估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向前走。另外，美国商会17日发
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美中全面脱钩将给美带来数千亿美元的巨
大损失，美航空、半导体、化工、医疗器械等行业将遭受重创。

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对于美国上届政府发动对
华贸易战，美国国内一直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不
但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反而会让美国自己的企业和消费
者买单。

她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没有赢家，这
已经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美国商会的这份报告也再次印证了这
一点。“同中国脱钩就是同机遇脱钩、同未来脱钩、同世界脱钩。”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 马卓言 孙楠）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9日说，中方开展疫苗国际合作，目标是使疫苗成为
全球公共产品。她强调，各方都应该携手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
义”，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尤其是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分配。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华盛顿邮报》以“当
西方国家正在争抢新冠疫苗时，被排斥在外的发展中国家纷
纷转向中国”为题刊文。该文指出疫情肆虐的当前世界面临
的一个大问题是，富裕国家订购的疫苗数量是其人口的两三
倍，而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获得西方公司的疫苗
合同。当这些发展中国家被西方排挤出疫苗供应圈后，中国
疫苗为他们战胜疫情提供了选择。中国疫苗成为众多发展中
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可靠的依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疫苗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为有关国家解燃眉之急

的消息让我们感到欣慰。”华春莹说。
她提到，许多国家派专机前来中国接运疫苗，多个国家国

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疫苗。有的外国领导
人表示，中国在自身也需要疫苗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中国疫苗犹如“隧道尽头的光芒”。
“目前已有至少8位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公开接种

了中国疫苗，这些都是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投下的信
任票。”华春莹说。

她强调，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国家以不同方式开展疫苗合
作，为全球赢得战胜疫情的最终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据新华社香港2月19日电 供港首批100万剂科兴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的新冠疫苗，19日下午运抵香港。

当日17时30分许，载有科兴疫苗的航班降落香港国际机
场，随着舱门缓缓打开，装载疫苗的货柜箱被陆续卸载，并由
专门人员和车辆送往指定地点进行储存。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
局长陈肇始等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仇鸿等
到机场迎接。

香港将于2月26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特区政府共订
购了三款共2250万剂新冠疫苗，足够满足全香港市民的需
要。除首批100万剂科兴疫苗外，另外100万剂复必泰疫苗
（复星医药/德国药厂拜恩泰科的新冠疫苗）预计于2月底前
运到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8日已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她将会接种内地研发和生产的新冠疫苗。

制售伪劣药品
来源不明冷链食品

外交部

中方开展疫苗国际合作目标
是使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妥处经贸分歧

中国决定向黑山捐赠一批新冠疫苗

首批科兴新冠疫苗运抵香港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月18日电（记者 石中玉）波德戈
里察消息：记者18日从中国驻黑山大使馆获悉，中国政府决
定近期向黑山捐赠一批新冠疫苗，助力黑山抗击新冠疫情。

中国驻黑山大使馆说，中方高度重视黑山方面提出的获
取中国新冠疫苗的请求。为帮助黑山方面控制缓解疫情，中
国政府决定近期向黑山人民捐赠一批新冠疫苗，并将支持中
国企业与黑方有关部门积极商谈后续采购事宜。

中国驻黑山大使馆表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黑两国同舟
共济、真诚互助，传统友谊进一步加深。作为黑山人民的朋友，中
国愿与黑山加强合作，携手抗击疫情，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我们祝愿并相信，黑山人民一定能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 王雨萧）就地过年，你
“云”购年货了吗？商务部19日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
网上年货节”期间（1月20日至2月18日），全国网络零售额达
9057.6亿元。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倡导就地
过年，网购、在线餐饮等线上消费成为年货消费主流，观影成为
重要娱乐活动，网上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景象，全国网络零售额稳
步增长。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台监测，1月20日至2月18
日，全国网络零售额9057.6亿元；在线餐饮销售额比去年春节同
期增长48.5%，其中，外卖增长56.8%；电影在线销售额超90亿
元，比去年和2019年春节同期分别增长412.7%和20.9%；年夜
饭系列商品销售火爆，销售额比去年春节同期增长78.8%。

零售额超9000亿元

这个春节你“云”购年货了吗

新华社发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什刹海》第 7、8
集 冬爷、爽哥、臭噶本儿
如期来到咨询部和志斌
要账，志斌态度诚恳，他
给三人讲述了自己现在
被翟小毛逼迫，不得不把
房租交上。三人都表示
不会乘人之危，愿意帮落
难的兄弟，并且鼓励志斌
一定要挺住，志斌看着发
小们一个个如此仗义感
动至极……

天津卫视 19:30
■《明天，会更好》第

54、55集 吴南在决定支
教之前，特意嘱咐郝湘宁
照顾小怜母子。小怜决
定与夏天离婚，而格尔如
愿与夏天结婚。小怜的
生意蒸蒸日上，分店开得
非常顺利。格尔也终于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到
了去美国的签证。夏天
深夜来到家门前，看着小
怜跟孩子在家里，心里更
加难受……

天视2套 18:25
■《计中计》第40—

43 集 杨秋怡因为在香
港期间私自放走中统通
缉的共产党卧底任筱堂，
而被关禁闭。周冠玉拿
着戴老板的密令搪塞徐
耀光的调查，私下里将被
关禁闭的杨秋怡释放。
潜伏进重庆的大岛长雄
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
计划……

天视3套 19:20
■《爱情珠宝》第

40、41集 宫宇辉打算把
继承人的位置让给大哥
宫宇烨。宫宏达则表示
断然不允许。方梓妍在
乡下不经意遇见了宫宇
烨的生母阮惠芳，宫宇烨
即时前往，终于和母亲团
聚。金美兰收到了录有
当年证据的录音笔，被黄
德发再次威胁，答应见
面。夏洛伊故意以黄德
发的名义给金美兰寄东
西，引起金美兰的恐慌和
宫宏达的疑心……

天视4套 21:10

■《你看谁来了》本
期请到的嘉宾是歌手黄鹤
翔。一首《九妹》曾经让他
红遍大江南北。他是第一
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
办个人演唱会的流行歌
手。神秘嘉宾同样是位歌
手，她与黄鹤翔是无话不
谈的好同事，节目中一见
面，黄鹤翔就爆出了她的
一件囧事。

天津卫视22:00
■《今日开庭》年近

三十岁的刘小龙，与一名
女大学生范婷婷网恋，但
是单纯的恋爱已经不能满
足刘小龙的内心，刘小龙
在骗取了范婷婷的私密照
之后，便换号对范婷婷进
行敲诈。在内心的恐惧之
下，范婷婷选择报警求助，
在调查中刘小龙的身份浮
出了水面，于是民警便对
刘小龙进行了抓捕，刘小
龙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天视6套 18: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什刹海

（7、8）22:00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明天，会

更好（54、55）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一路上

有你(29、30)19:20剧场：
计中计(40—43)22:15剧
场:刀光枪影(5、6)

天视4套（105）
21:10 剧场：爱情珠

宝（40、41）
天视5套（106）
19:30 排坛话事人

（6、7）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精编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8:56 多派玩儿动

画《怪兽计划》（40—50）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