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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 如何顺利推进中高考？ 五一假期受影响吗？

新冠疫情防控新情况权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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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丰源煤矿透水事故救援有序推进

安全升井8人身体状况正常

北京进入今年首个飞絮高发期

主要树种毛白杨持续约5天

黑龙江发布松花江佳木斯段洪水黄色预警

佳木斯市安全撤离103人

长沙海关首次从进境邮件中查获活体鱼

初步鉴定为小型灯科观赏鱼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11日电（记者 于涛 高晗）截至11
日9时，发生透水事故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雀尔
沟镇丰源煤矿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昌吉回族自治州副州长鲍永生介绍，经过测算，被困人员
与井口距离约为1200米。事故发生后，矿井中已陆续启动3
套排水装置，实现每小时排水450m3，第4套排水装置正在安
装中，投入后将实现每小时排水900m3。

昌吉回族自治州卫健委主任孟宪民介绍，安全升井的8
人并未受伤，身体状况正常。昌吉回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局
长马鑫说，事故发生后，矿井下环境非常复杂，眼下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排水。

当前，应急、电力、卫健等相关部门和专业救援队伍全力
开展救援工作，各方救援力量正积极联系被困人员。

4月10日18时10分许，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雀尔沟镇丰源煤矿突发透水事故，事故发生时当班井下29
人，8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赵旭）随着天气逐渐转
暖，杨柳飞絮又现京城。记者11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
到，北京进入今年第一次杨柳飞絮高发期，持续时间约为5
天。全市将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通过“洒、喷、冲、扫”多
种措施开展治理，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根据杨柳飞絮预报，第一次飞絮高发期主要树种为毛白
杨。目前北京市多部门联防联动，准备清扫车、洒水车、高压
喷水车、雾炮车等4000余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北京将进行分区域、分时段、多措施的精准治理。
每天出行早高峰前，将及时对前日积存飞絮进行湿化和清扫，
晚高峰前，再次进行湿化和清扫，降低飞絮对市民出行的影
响。每天10点到16点是果絮开裂集中时段，各区将对飞絮
情况严重的杨柳树和林地绿地中的滞留飞絮及时进行高压喷
水、喷雾，对硬化路面及时进行湿化和清扫。

新华社哈尔滨4月11日电（记者 杨喆 闫睿）记者11日
从黑龙江省水利厅等部门了解到，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
4月10日22时发布松花江佳木斯段洪水黄色预警，佳木斯市
已安全撤离103人。

松花江佳木斯站4月10日22时水位79.31米，超警戒水
位0.01米，达到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标准。4月10日23时，黑
龙江省水利厅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分析研判，向佳木斯市有关
部门发出凌汛预警通知，要求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启动应急预
案，特别是做好人民群众和重要财产转移工作，柳树岛等风险
地区人员必须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

记者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有关方面了解到，目前，位于佳
木斯市柳树岛上的在住68户103人，已在当地统筹安排下，
安全撤离至位于岛上安全地带的两个紧急避险点。有关方面
已为他们准备了生活物资。

新华社长沙4月11日电（记者张玉洁）记者11日从长沙
海关获悉，长沙海关所属长沙邮局海关7日从始发地为日本
的进境邮件中查获活体鱼21条，初步鉴定为小型灯科观赏
鱼。这是该关首次在国际邮件中查获活体鱼类，目前，长沙海
关已依法扣留这一邮件。

当日，长沙海关关员在长沙国际邮件监管现场发现，一申
报名为“juice（果汁）”的进境邮件存在可疑。经开箱查验，
邮件为3个泡沫箱，内有装满水的塑料袋，塑料袋里共装有
21条活体鱼，平均体长2厘米至3厘米，鱼体呈现透明状态。

长沙海关关员表示，近年来，不少人喜欢在家中饲养一些
观赏鱼，近期各地海关查获了一些活体鱼类。此次查获鱼类
的具体品种还有待进一步鉴定。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
实施条例等规定，活体动物属于禁止邮寄进境的物品。非法
引进活体水生动物存在极大的生物安全隐患，不仅会造成外
来物种入侵，而且会跨国境远距离传播相关的病原微生物、寄
生虫和线虫等动物疫病疫情，存在极高的检疫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梁爱
平吴鸿波）以预约新冠疫苗为由给手机用户
发送木马链接短信，以畸高价格向老年人推
销廉价保健品，组织他人大量办理实名电话
卡再低价“收购”作为实施诈骗的工具……近
年来，面对相关部门的强力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不断变换花样。电信网络诈骗为何屡禁不
绝？如何才能做到有效打击？

层出不穷
电信网络诈骗高位运行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不少，受害
对象正从老年人逐渐向中青年等更多人群转
移，甚至连高学历人才也难以幸免。

根据湖北武汉警方今年3月份通报，武
汉某高校一名博士生3月份接到自称是“银
监会工作人员”的电话，称该生在网上有贷款
记录需要取消，否则影响个人信用。该生信
以为真，按照对方要求进行操作，被骗10万
余元。目前，警方仍在调查中。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消息，当前，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主体开始向低龄、低学历、低
收入“三低”人群发展，诈骗手法多达6大类
300多种，而且不断“推陈出新”。

去年年底，河南民权县警方打掉一个借
“网络问诊”之名牟取暴利的电信诈骗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90名，涉案资金数亿元，受
害者多达10万人。据了解，该团伙在网上给
患者诊断开方，销售的产品多是保健品、普通
食品和来路不明的“三无产品”，赚取了几十
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初发布的信息，
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以年均
近40%的速度攀升。在所有网络犯罪中，网
络诈骗、网络赌博高位运行，成为当前主要网
络犯罪。

诡计多端
诈骗分子上演“变变变”

伴随网络诈骗治理工作深入推进、用
户防范意识有所增强，诈骗套路也不断翻
新，呈现出新的特点。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模式持续升

级。根据去年12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发布的《新形势下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
报告（2020年）》（以下称《报告》）显示，当
前，电信网络诈骗呈现出从电话诈骗向互
联网诈骗转变的趋势。诈骗模式与引流推
广方式也不断升级，诈骗过程开始呈现接
触周期长、诈骗环节多、多手法叠加、跨平
台实施等特点。比如，“杀猪盘”诈骗同时
涉及婚恋交友、即时通信等多个业务平台，
诈骗全程长达 1至3 个月。
——“随机诈骗”向“精准诈骗”转变。

与广撒网、随机式诈骗方式不同，“精准诈
骗”更具针对性和指向性，欺骗性、迷惑性
进一步增强。一些犯罪分子还从单一“对
话式”诈骗向“情景剧式”诈骗转变。
西安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院

长任方认为，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精准诈
骗”实施的重要推手。“犯罪分子掌握大量个
人详细信息进行‘精准诈骗’，这种诈骗成本
低、获利高，诈骗团伙自然会铤而走险。”

今年年初，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法院审
结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7名辅警非法
卖给“下家”的车辆信息达1万余条，总计非
法获利15万余元。“下家”又将这些信息层层
倒卖，该案涉案总额达100余万元。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愈发活跃。据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在我国持续
高压打击和有效治理下，境内电信网络诈骗
活动空间明显压缩，诈骗分子进而开始“走出
国门”，逐步向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转移。同
时，为了躲避监管处置，一些诈骗分子大量利
用境外电信网络资源实施诈骗。

今年2月，宁夏银川警方通报破获一起
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捣毁了一个长
期盘踞在缅甸勐波县的诈骗集团，查获500
余款诈骗、赌博App，抓获境外回流犯罪嫌
疑人90名。去年8月，湖南警方侦破一起跨
境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38名嫌疑人，缴获
126台作案电脑、263部手机，冻结涉案资金
1000余万元。涉案团伙的头目及主要成员
均由柬埔寨金边电信诈骗窝点回流。

多方合力
打击网络犯罪需协同推进

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公布的数
据，202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
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博士邹帆认为，
遏制打击网络犯罪，公安机关独木难支，需要
各行业各部门有效分工、共同承担。比如通
信、金融等部门，也应加大自身业务监督力度，
尽可能完善工作流程中的漏洞，向公安机关提
供更多有力的信息支撑。有关部门要对第三
方网络支付平台等加强监管，防止被犯罪分子
利用。

邹帆认为，遏制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还
应进一步细化对犯罪行为认定的相关规定。“网
络电信犯罪作为新型犯罪，还有不少法治漏
洞。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共同犯罪认定、犯
罪数额认定、犯罪具体行为方式界定、定罪标
准，以及证据标准等问题，都需要立法或出台司
法解释及时作出规范，统一司法实践中的标准
与尺度，便于办案人员把握运用。”邹帆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相关负
责人认为，除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强化宣
传教育，建立健全多种激励机制，提升用户参
与度等社会共治措施外，还应探索利用大数
据深化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技术手段，探索跨
国防范治理方案与措施，进一步建立信息共
享与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涉诈信息共享与跨
境联合执法等，多措并举保证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以预约新冠疫苗为由给手机用户发送木马链接短信，以畸高价格向老年人推销廉价保健品，组

织他人大量办理实名电话卡再低价“收购”作为实施诈骗的工具……

屡禁不绝电信网络诈骗的背后

4月10日在北京潭柘寺拍摄的盛开的玉兰花。 新华社发

古刹花开

“截至4月10日 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16447.1万剂
次。”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1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全球疫情再次反弹，云南瑞丽出现聚集
性疫情，提示外防输入、人物同防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如何
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如何顺利推进中高考？五一假期受影响吗？
多部门在11日集中回应新冠疫情防控与疫苗接种新情况。

米锋表示，个别地方接种工作中出现
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强制要求全员
接种，对此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18岁以上的成年人是接种主体。”国家

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作为社会活

动相对频繁的群体，接种疫苗既保护自己，
也为家里老人和儿童建立起有效保护屏障。
他介绍，在疫苗接种工作中，要坚持

“应接尽接”和自愿原则相结合，引导并鼓
励群众积极接种、主动接种。

“2021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至8
日举行。”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刘培俊
说，教育部已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
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
和学校提前谋划。特别是要细化工作措
施，确保命题制卷、考点考场、评卷等重点
场所的安全，确保广大考生和考务工作者
生命健康安全，确保高考顺利平稳。

“中考由各地统一组织实施。”刘培俊介
绍，从目前疫情防控趋势来看，基本态势稳
定，中考工作可望如期举行。除统一部署外，
要做好两个特殊安排：一是对回国参加考试
的人员以及其密切接触者，安排备用考场，采
取特殊措施，确保他们参加考试；二是如果在
中考前后出现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要加强预
案，启动应急措施，考虑适当调整中考时间。

“现在大学生疫苗接种的进展总体
情况平稳有序。”刘培俊说，教育系统疫
苗接种工作要统筹对接全国疫苗接种
的总体部署，做到服务保障到位；统筹
对接当地的疫苗接种政策，做到配合协

同到位；统筹学生特点需求，做到宣传
引导到位。
他介绍，下一步，教育部门将继续做好

疫苗接种的宣传动员和引导工作，确保校
园健康和师生安全。

“总体来说，我国疫情控制形势较好。”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说，这为五一假期开启“绿灯”。

但他同时提示，瑞丽疫情提醒我们，因

境外输入而造成国内疫情发生甚至扩散的
风险依然存在，疫情防控不能放松。公众
在假日期间不要组织、参与聚集性活动；在
旅行途中要做好个人防控措施。

吴尊友介绍，疫苗接种有两个保护效
果。一是对疫苗接种的个体产生保护效果，
二是当接种个体达到一定比例时能够形成对
群体的保护，也就是群体免疫。
“对于新冠病毒，它需要达到人群的

70%、80%才能产生群体保护效果。”他说，如
果免疫接种率低，就无法产生群体免疫。
“我国目前已经布局了五条技术路线。”中国

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目前我国
研发的mRNA疫苗也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王华庆介绍，从理论上看，接种HPV疫
苗和新冠疫苗不会影响免疫效果，但是发生
疑似不良反应需要鉴别。通常情况下，不建
议新冠病毒疫苗和HPV疫苗，还有其他疫苗

同时进行接种。
但如果需要注射狂犬疫苗或者破伤风疫

苗时，他建议不要考虑时间间隔，可优先接种
狂犬疫苗和破伤风疫苗。

王华庆介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
南（第一版）》明确5种不适宜接种疫苗的情
形，公众可以参考。

他提示，接种禁忌当中有些是暂时状态，
如果禁忌的状态不存在，就可以接种疫苗。
此外，对于鼻炎、咽炎等常见病、多发病，绝大

多数人都可以接种疫苗。
王华庆提示，如果在使用免疫抑制药物，

接种后可能会影响疫苗效果。如果不能判
断，建议将用药情况和用药史向接种医生如
实说明，由医生作出判断。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如何把握疫苗接种的禁忌？

接种新冠疫苗影响HPV疫苗免疫效果吗？

接种疫苗如何产生保护效果？

五一假期受影响吗？

在校大学生接种情况如何？

如何顺利推进中高考？

如何看待疫苗接种“一刀切”？

新华社发

助乡村振兴
暖春时节，位于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旧
州镇文峰村、占地400余亩的
花卉苗木种植基地一派繁忙，
当地村民忙着管护花卉、苗木，
供应市场需求。近年来，文峰
村因地制宜发展花卉苗木现代
化培植产业，实现群众“家门
口”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4月11日，在文峰村花卉
苗木种植基地，村民在管护金
叶佛甲草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