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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药物滥用？
药物滥用是指非医疗目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或物

质），使用者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瘾癖），强迫和无止境地追求
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由此带来严重的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和
社会问题。

二、药品与毒品有什么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定义是指用于预

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
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一类国家规定管制、能够使人形成
瘾癖的药品，当非法的用于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地使用具有依
赖性（瘾癖）的药品，称为药物滥用（俗称吸毒）。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一章第二条对毒品的定义是指
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
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三、易被滥用的药物和精神活性物质(举例）
1、麻醉药品
（1）违禁物质：海洛因、大麻、可卡因等；
（2）医疗用药品：吗啡、杜冷丁等。
2、精神药品
（1）违禁物质：甲基苯丙胺（麻谷丸、冰毒）、亚甲二氧基甲基

苯丙胺（摇头丸）等；
（2）医疗用药品：地西泮（安定）、三唑仑、佳静安定（阿普唑

仑）、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
3、其他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复方地芬诺酯、去痛片、复方曲

马多片、复方甘草片/口服液、急支糖浆、强力枇杷露、右美沙芬、
氨咖黄敏等。

4、新精神活性物质：恰特草（阿拉伯茶）、“跳跳糖”、“奶茶”、
“红冰”、“干花”。

5、其他滥用物质：“底料+黄皮”、“开心水/神仙水”、
“摇头水”。

四、药物滥用带来的危害有哪些？
滥用药物后能够刺激人脑的“快乐中枢”，引起强烈的“快

感”，反复滥用药物出现成瘾，停用后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并对
滥用药物产生强烈渴求感，促使滥用者反复使用，主要危害有:

1、健康受到损害，出现严重并发症，如低钾血症、癫痫、重度
骨质疏松症、白血病、中毒性精神病，可危及生命；

2、出现焦虑、抑郁、愤怒等负性情绪，表现为脾气暴躁、
自卑、自闭、自虐及自杀等心理和行为的异常，严重者可有人
格改变；

3、社会功能退化，无法正常学习和工作，家庭关系受到严重
破坏；

4、如果不治疗或者治疗不当，易走上吸毒甚至偷窃等违法
犯罪道路，并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

五、如果已经出现药物滥用该怎么办？
如果已经有药物滥用的行为或发现由于不合理用药出现

了药物依赖，请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和治疗，不要
自行戒除。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或在专科医院住院脱瘾治疗，
自己强戒有可能会出现癫痫发作或其它严重的戒断反应，十分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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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特此声明：麦万红的行为与本所

无关，由其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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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6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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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领域矛盾日益凸显，美德关系进一步恶化

驻德美军“迁居”波兰欣然“接盘”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
表示，美国可能会将部分从
德国撤出的美军部署至波
兰。此前，特朗普下令将大
约1万美军撤出德国。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调
整欧洲驻军背后是与主要
欧洲盟友德国的关系进一
步恶化，而美德之间在安全
等领域的矛盾是近年来美
欧矛盾的缩影。

特朗普当天与到访美国的波
兰总统杜达在白宫举行会谈。在
双方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说，波
兰提出希望增加驻波美军规模，美
国可能会将部分从德国撤出的美
军部署至波兰。他强调，波兰会承
担驻军费用。

驻波兰美军现有约4500人，
为轮替驻军。从美方高级官员23
日在杜达到访前吹风会上的表态
来看，将从德国转移部署至波兰的
美军人数尚无定论。

近年来，波兰与美国防务合作
紧密。去年6月，特朗普与杜达在
白宫达成一致，由美国向波兰增派
1000名驻军，以巩固两国关系，对
抗“俄罗斯威胁”。美国媒体本月
初披露特朗普打算削减驻德美军
规模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
示，希望美军把部分撤离人员部署
到波兰。

与美波打得火热形成对比的
是，美国与其主要欧洲盟友之一
的德国近年来关系倒退，双方龃
龉不断。

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推行
本国利益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与
更加重视多边主义的德国分歧日
益明显。双方在北约作用、伊核协

议、中导条约、经贸问题、“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如何对待国
际组织等方面多有矛盾。

在安全领域，德国原是美国在
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是驻
欧洲美军的大本营。美国防部今
年 3 月的数据显示，美军约有 3.5
万人驻扎在德国。不过特朗普上

台后一直指责德国防务支出太
少，要求德方增加开支，达到北约
2014年峰会确定的标准，即 10年
内把防务支出提高至占国内生产
总值2%的水平。尽管德国近年来
增加了防务支出，但德国总理默克
尔承认，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评估，
德国的国防预算要到2031年才能

达标。
美方于是以撤军对德国施

压。去年8月，时任美国驻德大使
格雷内尔就曾表示，德国一直对增
加军费的要求视而不见，美国正在
考虑将一些驻军从德国转移到波
兰。本月15日，特朗普表示，将把
驻德美军人数减至2.5万人。

特朗普24日在会见杜达时一方
面高度评价美波关系，称赞波兰履
行北约义务，另一方面继续批评德
国，称其“拖欠”北约大量军费。分
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利
用欧洲国家对待俄罗斯的不同态
度，对欧洲盟友进行分化，此次转移
驻军也是如此。

由于历史原因，以波兰为代表
的一些“新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心存

恐惧，视其为最大威胁，采取敌视俄
罗斯、紧跟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以
德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同俄罗
斯既有矛盾又有共同利益，更强调
欧洲的独立性和内部团结。默克尔
多次呼吁，欧洲不能再依赖美国的
保护，需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
中。这显然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对美国要将部分驻德军队转移至
波兰的消息，莫拉维茨基本月早些时

候表示，波兰的目的是增加美军数量，
并非挖德国墙脚。但德国执政党联盟
党联邦议院党团副主席约翰·瓦德富
尔严厉批评了美国的撤军计划：“这不
是对待合作伙伴的做法……撤军将使
得东欧的安全利益遭受损失。”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
说，美国转移驻军的决定背后缺乏
认真的战略考虑，没有与盟友商量
也没有事实基础。“这个决定的核心

并不是调动部队，而是传递了一个
政治信息：团结，这一北约最主要的
力量来源，再也不重要了。”

此外，美国此举还可能对欧洲
的战略安全格局构成影响，已经引
起俄罗斯的警惕。俄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美方提出减少
驻德美军人数后，有相关方随即邀
请美军转移至波兰，这让俄方感到
警觉。（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波兰邀美驻军 为了北约“份子钱”、经贸等问题，美德龃龉不断B

德国“反弹”不小，美欧关系继续承压C

美国欲对约31亿美元
欧洲商品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记
者高攀 熊茂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日前发布文件说，美方正对涉及大型
民用飞机补贴争端的措施进行评估，
并调整此前对部分欧洲国家产品加征
的关税。美方考虑对从法国、德国、西
班牙和英国进口的价值约31亿美元商
品加征新的最高达100%的关税。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由来已久。
2004年，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
指控欧盟以各种形式向空客提供非法
补贴。欧盟随后也向世贸组织起诉美
国政府向波音公司提供非法补贴。世
贸组织曾先后裁定，美国和欧盟均存在
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问题。

根据世贸组织对空客补贴案的
裁决结果和正式授权，美国于去年
10月 18日正式对75亿美元欧盟输
美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对欧盟大型
民用飞机加征10%的关税，对欧盟农
产品和其他产品加征 25%的关税。
今年2月 1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宣布，美方对进口欧盟大型民用飞
机的加征关税由之前的10%上调至
15%，同时对加征25%关税的其他产
品清单进行微调。

全球经济同步衰退 复苏前景“道阻且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4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更新内容，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4.9%，面临自上世
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由于新冠疫情仍在
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复苏的“爬坡”过程预料将漫长而艰难。

IMF在报告中说，基于下半年继
续保持社交距离、经济创伤加剧、企
业增加卫生安全措施以及金融环境
保持现状等基准假设，IMF预计全球
经济今年将萎缩4.9%，较4月份报告
下调1.9个百分点。

报告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
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将萎缩 3%，分别较 4 月份报告下
调 1.9 个百分点和 2 个百分点。其
中，美国经济将萎缩8%，欧元区经济
将 萎 缩 10.2% ，日 本 经 济 将 萎 缩
5.8%，均低于 4 月份预测。同时，巴
西经济预计将下滑 9.1%，印度经济
也将萎缩4.5%。

全球正经历同步且深度的经济

衰退，这是 IMF 对今年全球经济的
预判。此外，IMF认为，由于新冠疫
情导致全球人员流动受限，目前多国
零售、娱乐等场所活动依然低迷。劳
动力市场也受到经济活动急剧下滑
的灾难性打击。而经济衰退的同步
性将导致全球贸易大幅收缩。

IMF 指出，新冠疫情对全球低
收入家庭的影响尤其严重，将显著
加剧不平等。4月份以来，疫情在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加速蔓延，
或导致今年超过 90%的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人均收入负增
长，严重损害全球自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取得的显
著进展。

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
特表示，眼下超过75%的经济体已经
重启经济，但疫情在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仍在加剧。

报告指出，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是
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如果能研
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市场情绪将得
以提升，2021 年增长前景可能改善。
但是，如果疫情再度在一些地区暴发
并需要重新实施防控措施，那么经济活
动持续下滑可能进一步产生“创伤”。

不仅如此，全球金融状况可能再
次收紧，导致部分经济体陷入债务危
机。而在低通胀、高债务背景下，总需
求长期疲软可能导致通胀进一步下行
和偿债困难，进而对经济活动造成更

深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还倚赖各

经济体的非常规政策支持。戈皮纳特
认为，在经济活动受到卫生危机严重限
制的国家，应通过失业保险、工资补贴
和延期纳税、增加贷款等方式向受疫
情直接影响的群体提供支持，以帮助经
济复苏。而在经济已经重启的国家，
政策支持需逐步转向鼓励重新就业。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全球经济顾
问约阿希姆·费尔斯认为，全球经济上
半年“急转直下”。随着各经济体逐步
解除或放松封锁措施，短期内全球经
济可能会出现反弹，但随后将经历漫
长且艰难的“爬坡”过程。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5日电）

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在所难免 经济“爬坡”漫长艰难

英国威尔士3家肉食加工厂
出现聚集性新冠疫情

据新华社伦敦6月25日电（记者张代蕾）据
英国媒体25日报道，英国威尔士卫生部门官员24
日说，威尔士3家肉食加工厂近期出现聚集性新
冠疫情，截至目前共有超过330人确诊。

威尔士卫生部门官员24日说，最新一起聚集
性疫情发生在爱尔兰国际食品集团“克帕克”设于
威尔士南部的工厂。该工厂自4月份以来已累计
出现33例员工确诊病例。

此前，威尔士北部一家名为“两姐妹”的鸡肉
加工厂上周确认51名工人感染，工厂已停工关
闭。这家工厂是英国境内肯德基连锁快餐店以及
多家超市的主要鸡肉供应商。迄今，与该厂相关
的确诊病例已增加到200多例。

位于威尔士中部的罗恩食品公司相关工厂
19日确认近40名员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
性。该工厂一共有1500名员工。24日，该工厂
确诊病例增加到97例。

6月2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一处
新冠病毒检测点，工作人员将检测包传递给前来
检测的居民。

近日，美国多地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刷
新纪录，7个州住院人数创新高，全美单日新增病
例数突破3万。美国疾控中心网站24日更新的数
据显示，过去24小时全美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4313例。过去一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的新增病例都在2万例以
上，至少26个州新冠病例明显增加。 新华社/法新

美国多地新冠病例
增幅创纪录

泰国将紧急状态法
延长至7月底

新华社曼谷6月25日电 泰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秘书长颂萨25日表示，泰国疫情管理中心当天
初步同意将紧急状态法延长一个月至7月底，以
巩固目前得到缓解的疫情形势。

颂萨说，从7月1日起，被视为高风险的商业场
所和活动将全面开放，因此有必要继续实施紧急状
态法，以更有效地保持目前得到缓解的疫情形势。

澳大利亚最大航空
公司宣布裁员6000人。

左图为澳大利亚悉
尼国际机场的澳航飞
机。 新华社/路透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特
朗
普
（
右
）
和
波
兰
总
统

杜
达
参
加
白
宫
新
闻
发
布
会
。

新
华
社/

法
新

6月25日，一名商贩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街
头售卖口罩。

孟加拉国卫生部门25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
据显示，该国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3946例，
累计确诊126606例。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新冠确诊病例
超12.6万

财经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