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序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对治疗罕见病
的药品和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部分药品简化上市要求，可
提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等直接申报上市，监管部门分别
在3个月、6个月内审结。将进口化学药品上市前注册检验改为
上市后监督抽样，不作为进口验放条件。

为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好药
会议确定

加强全国短缺药品供应保障监测预警，建立短缺药品及原料
药停产备案制度，加大储备力度，确保患者用药不断供。

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各省
（区、市）对医保目录内的抗癌药要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对医保
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要抓紧推进医保准入谈判。开展国家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实现药价明显降低。

增加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完善考核机制，实现单户授
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有贷款余额户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将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抵押品范围。

支持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小微信贷供给能力，加快已签约债转股
项目落地。鼓励未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银行增设社区、小微支行。

禁止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减少融资附加费用。

从今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
授信额度上限，由1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担保金额占比不低
于80%，其中支持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及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的担保
金额占比不低于50%。

会议确定了进一步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5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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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
受13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盛夏时节，晴空万里，艳阳高
照。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台阶上，礼兵
分列红地毯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
角，新任驻华使节们先后抵达，沿着
台阶拾级而上，进入北京厅。使节们

依次向习近平呈递国书，习近平同他
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这13位新
任驻华大使是：巴巴多斯驻华大使杰
克曼、秘鲁驻华大使克萨达、安哥拉
驻华大使内图、摩尔多瓦驻华大使杰
利马莱、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
黎、多米尼克驻华大使查尔斯、新西
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塞浦路斯驻华大

使图马齐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驻华
大使西丹辛格、摩洛哥驻华大使梅库
阿尔、苏丹驻华大使沙维尔、黑山驻
华大使帕约维奇、圣马力诺驻华大使
萨利齐奥尼。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
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
民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强调中国

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关系，愿进一步
增进互信、合作与交往，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中国和各
国人民。希望使节们为此作出积极贡
献。中国政府将为使节们履职提供便
利和支持。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各国高度重

视发展对华关系，珍视人民间友谊，希
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双
方互利合作。使节们对出使中国深感
荣幸，表示愿致力于增进各自国家同
中国间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各
领域交流合作。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上
述活动。

习近平接受十三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朱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日
消息，经党中央批准，根据党章党规和
宪法、监察法有关规定，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名称为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
纪检监察组。对驻在部门新设或更名

的，派驻机构名称作相应变更。派驻
纪检监察组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负
责，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
项职责。

据了解，2014年12月，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
建设的意见》，明确通过新设、调整等

方式，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
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2015年3
月，中央纪委首次向中央办公厅、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
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
机关派驻纪检组。2015年11月，中
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

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
机构的方案》，明确中央纪委共设置47
家派驻机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
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的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
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

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
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
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
构、监察专员。此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统一设立派驻机构并相应变更名称，是
根据党章党规和法律有关规定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体现。

据新华社海口6月20日电（记者赵叶苹）王
文明，1894年出生于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字
钦甫。1917年至1920年，在琼崖中学读书时，王
文明参与领导了爱国学生运动，曾被选为琼崖学
生联合会副会长、抵制日货总会会长。

1924年秋王文明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系，系
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久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5年到广州，参与组建琼崖革命大同盟。
他广泛团结琼崖革命青年，以《新琼崖评论》为阵
地，进行革命宣传，为琼崖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
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6年6月，王文明在海口主持召开中共琼崖
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
被选为地委书记。他领导开展工农运动，成立广东农
协琼崖办事处，组织农民自卫军；成立琼崖总工会，组
织工人纠察队，为创建琼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文明率地委机关
撤到乐会县第4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一边
抓武装队伍建设，一边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到
1928年1月，全琼以乐会县第4区为中心的农村
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党员发展到17000人，革
命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1927年11月起，王文明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琼崖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党代表、琼崖苏维
埃政府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在琼崖红军遭受
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坚持立足农村进行斗争。

1928年12月，王文明带领130余名红军和
琼苏政权机关干部、工作人员转移到母瑞山区，开
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年1月17日，王文明因积劳成疾，于母
瑞山病逝，时年36岁。琼崖苏维埃政府发布《告
群众书》指出：王文明同志不愧为琼崖数百万劳动
群众最爱戴的领袖。他英勇奋斗、吃苦耐劳的精
神，将永远鼓舞工农群众胜利前进。

综观王文明对琼崖革命的作用和贡献，海南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诒孔认为，“他
不愧是‘琼崖工农群众的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
家’，琼崖革命第一人！”

琼崖革命第一人
——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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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拍摄的黄果树瀑布。
当日，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贵州黄果树瀑

布迎来2018年入汛以来最大水量，流量达到
395立方米/秒。为确保游客安全，黄果树景区封
闭了部分观赏区域和路段。 新华社发

黄果树瀑布
迎来今年入汛最大水量

“效果明显”的“爆款保健品”很可能是个坑——

揭秘 地下产业链
51个种类、166万粒，成品及原料总重40余吨，这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机关正在查处的一起跨省生产假冒保健食品案件。查获的假冒保健

食品功效从减肥到调节机体免疫，从缓解疲劳到改善睡眠，不一而足。
近期，全国多地警方查获大量无正规生产厂家、无准确生产日期、无质量检测的“三无”保健食品案。这些“三无”保健食品不少以“效果明显”

的口碑，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备受追捧。受害者多为中老年人，他们轻则失财伤身，重则危及生命。

近期，多地警方披露大量有毒有
害保健食品案。

江苏如东县警方最近在河南三
门峡市和洛阳市分别捣毁一处生产
假壮阳药窝点，其中在三门峡市生产
窝点查扣假“蚁力神”1万余盒、各色
胶囊300余公斤；在洛阳市生产窝点
查获假壮阳药成品、半成品100余
种，总重超过7吨。

河北、湖南等11个省区市公安
机关会同当地食药监管部门，破获一
起利用互联网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摧毁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庞大犯罪网
络，打掉黑窝点、黑工厂22个，查获
降糖类有毒有害食品15万盒，涉案
金额高达12亿元。

湖北、山东、河南三地警方联手，
查获“三无”保健食品超过10万余
粒；吉林省吉林市警方最近查获“降

压溶脂”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涉案价
值100余万元……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记者检索
“保健食品”和“有毒有害”等关键词
发现，近3年来，与保健食品相关的
刑事案件总体呈现上升态势，2015
年一审判决案件为432起，2016年
为564起，2017年为741起，今年截
至目前有166起。

“不少‘三无’保健食品服用后
‘疗效’明显，其实是违禁药物在起作
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食品药品与
环境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雷介绍，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提升和保
健消费增加，相关违法犯罪行为高
发。从警方查获的大量案件看，许多
保健食品存在非法添加违禁药物的
情况，其危害轻则损失钱财，重则伤
害身体，有的甚至可能致命。

“查获的减肥产品中主要是非法
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缓解疲劳的主
要非法添加西地那非、他达那非；降
糖类非法添加盐酸二甲双胍。”江苏
南通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
侦查支队队长陈刚说，南通警方查获
的伪劣保健食品案件主要涉及减肥
类、降压降糖类、治疗风湿类、缓解疲
劳和改善睡眠类等，这些非法产品无
一例外均含有国家明令禁止非法添
加的物质。

“三无”保健食品添加的违禁药
物副作用大，且无固定配比，安全隐
患大。通过对2013年至2016年初
媒体报道的270多例保健食品犯罪
个案进行研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工作人员任韧发现，约2.59％
的案件存在受害人服用有毒有害保
健食品后死亡的情况。

一捧药粉，几捧玉米粉，在脸盆
里混合搅拌后装入胶囊，塞入精美包
装盒，就成了爆款壮阳药，没有卫生
消毒，没有剂量标准。这是公安机关
近日在湖北、河南等地查获的一起假
冒保健食品案件。

陈刚告诉记者，在南通警方破获
的案件中，被捣毁的生产窝点主要集
中在农村地区及城乡接合部，生产场
所大都较为隐蔽，设施简易，工艺粗
糙，生产环境脏乱差。

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食药环侦
支队工作人员宋利说，这类犯罪组织
化程度高，犯罪链各环节分工细致，
从原料到包装盒，从胶囊壳到商标，
都有专门的团伙在生产。

——线上购置机器原料，网络联
系、快递发货。宋利说，一个“三无”保
健食品生产窝点只要花两三万元买台

灌装胶囊的机器即可生产，有的添加
台搅拌机，效率会更高，而原料药、包
装盒、胶囊壳、商标等往往都是从网上
购买。在整个犯罪链上，各个团伙之
间并不一定互相认识，主要通过网络
社交软件联络，通过快递发货。

——销售套路多多，紧盯中老人
群体。假冒保健食品销售方式多种
多样，有进入实体店销售的，如东县
最近破获的这起案件，最初的线索就
来源于对当地9家性保健品店的检
查，警方循线追踪，最终在河南捣毁
两处生产窝点。

更多的是网销、“会销”、电话直
销等形式。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处处长李
勇军说，“会销”的主要对象是老年
人，套路主要有四点：一是以健康养
生为噱头，编造包治百病的“神奇陷

阱”；二是以专家义诊为招牌，制造不
可或缺的“恐慌陷阱”；三是以免费活
动为诱饵，捏造千载难逢的“便宜陷
阱”；四是以关爱老人为幌子，虚造嘘
寒问暖的“亲情陷阱”。

电话直销主要是成立专门的电
话销售窝点，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
信息，获取潜在消费群体，多为慢性
病患者、老年人等，再组织招聘话务
员，培训推销技巧，以“科学概念”“专
家诊断”和“开业酬宾”等多种方式来
兜售伪劣保健食品。

经过层层包装，一些有毒有害的
假冒保健食品甚至挤进微信群、朋友
圈，变身“爆款保健品”。近日浙江台
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有毒有害食品案
中，不法分子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网络
平台，不到两年就售出4200万盒有
毒有害保健食品。

“发现难、取证难、全链条打击
难。”经过多轮专项打击，南通公安直
言当前打击伪劣保健品犯罪有不少
难点。

李春雷分析说，为躲避打击，假
冒伪劣保健食品生产、销售犯罪链各
环节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大多在
不同地区分段生产，各自加工，分级
销售，要将一条犯罪链彻底摧毁难度
很大。

针对“三无”保健食品犯罪特点，
李春雷、宋利等建议，相关打击、监管
部门应加强与有关网上商城、社交软
件开发企业合作，加强网络数据监
控。有关电商企业也要承担应有的社
会责任，协助国家有关部门加大打击

力度，不让国家明令禁止的药物和假
冒伪劣产品在平台上肆意流通。

陈刚认为，要重点加强对农村地
区、城乡接合部的监管。城乡接合部
之所以成为犯罪分子设置生产、销售
窝点的理想地点，主要是因为这里人
口流动性强、监管薄弱。应在这些区
域加快推进网格治理，不留监管空白。

李春雷表示，在严厉打击、强化监
管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加强保健食
品科普宣传，如组织志愿者进社区宣
讲，帮助老年人正确认识保健食品功
用，甄别相关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全
面压缩“三无”保健食品制售空间。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
朱国亮 梁晓飞）

“疗效明显”多因添加违禁药物

“专家义诊”“免费爱心”都是套路

应加强对中老年群体科学普及

新华视点

三无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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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

确定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通过《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草案）》。其中突出医疗纠纷预防，规范医疗损
害鉴定，要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明确了医疗纠纷处理途径和程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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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将于近期印发实施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刘诗平）生态
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总体目标是，经
过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PM2.5
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具体指标是：到2020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
下降15%以上；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
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提前完成“十
三五”目标的省份，要保持和巩固改善成果；尚未
完成的省份，要确保全面实现“十三五”约束性目
标；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应在“十三五”
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赵英民同时介绍，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6项
具体任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
展；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
系；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优化
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实施重大专项
行动，大幅降低污染排放；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有
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3项保障措施：健全法
律法规体系，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基础能力建
设，严格环境执法督察；明确落实各方责任，动员
全社会广泛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