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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禁毒，人人有责。在6月26
日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全国多地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展示
了近期禁毒战果，号召人们行动起来，
坚决向各类毒品说“不”。

26日，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北京市
禁毒办举行了主题为“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禁绝毒品、我们护航”的网络
直播活动。在节目中，主持人向观众
揭开了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神
秘面纱，同时重点讲解了“小邮票”“肥
宅快乐水”等新型毒品的危害。此外，
直播还通过有关专家和缉毒警察，向
观众介绍了戒毒者的心路历程和真实
的缉毒打击现场。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
进一步加深对毒品的认识，提高拒毒、
防毒的意识，从而做到远离毒品。”主
持人王琪琪说。

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充分发挥公安
机关职能作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毒
品治理工作，不断加大社会面各项管控

措施，有力提升了发现、打击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的能力水平。特别是5月份
以来，全市破获毒品案件80余起。

26日上午，在云南省昆明市翠湖
公园跑步、锻炼的市民很多。在公园
外人流量较大的人行道上，宣传禁毒
知识的展板和摆放在桌子上的瓶子吸
引了不少人驻足，这些瓶子里装着毒
品仿真样品。工作人员一边向大家发
放宣传资料，一边教他们识别冰毒、海
洛因、开心水、麻古、摇头丸等不同类
型的毒品。

云南省其他多个州市也举办了禁
毒宣传活动。昭通、文山、德宏、西双
版纳、临沧等州市在广场、乡镇等地开
展销毁毒品活动，共计销毁毒品18.3
吨。红河州等多个州市举行了国际禁
毒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展板及
毒品仿真样品、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禁
毒文艺演出、禁毒知识有奖问答、禁毒
志愿者签名等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随着国际禁毒日的到来，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戒毒回归人员
牛子每天都很忙碌。作为布拖县“爱
之家”工作站的禁毒防艾宣传志愿者，
他在一场场宣讲中给老乡们讲解毒品
的危害。

2018年6月以来，四川省戒毒管理
局在凉山州布拖、昭觉、美姑、金阳、喜
德5个县建立了5个“爱之家”工作站。

两年来，“爱之家”工作站坚持毒
品问题靶向融入，坚持深入乡村、社区
对戒毒回归人员和所外就医、变更执
行、请假等戒毒人员进行走访、回访，
及时掌握出所戒毒人员的操守保持情
况，着力引导、督促出所戒毒人员及时
到工作站报到，及时参加抗复吸训练、
心理疏导、尿检等社区戒毒康复活动，
并积极协助乡镇、街道社区加强对出
所戒毒人员全环节管控。

工作站还积极协助当地有关部
门，为戒毒回归人员中的艾滋病感染
者和当地转介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治
疗药品，督促感染者按时服药、定期检

测，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等。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是全国禁毒

重点整治地区。26日，以国际禁毒日
为契机，惠来县围绕“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主题，掀起禁毒宣传热潮，开展
线上直播毒品预防教育专题网课，直
播观看人数近3万人。同日，惠来县
不少镇、农场开展拒绝毒品的签名活
动和宣誓活动。

除了加强禁毒宣传活动外，多个

省市还展示了近期禁毒部门在全力推
进禁毒打击、管控、预防教育和基础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相关资料显
示，黑龙江省95%的县区已建成禁毒
教育基地，建成投入使用戒毒康复工
作机构1165个；同时深入开展“天目”
行动，毒品原植物实现“零种植、零产
量”，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的知晓率、
满意度有了新提升。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坚决向各类毒品说
——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扫描

6月26日，在江苏连云港市公安局新海派出所，小学生通过干警介绍，辨识
仿真毒品和涉毒用品。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
刘奕湛）记者 26日从最高检获悉，
2019年至2020年 5月，全国检察机
关共批捕毒品犯罪108663人，占全
部刑事案件的 8.47%，同比下降
29.84%；起诉毒品犯罪143294人，占

全部刑事案件的 6.13%，同比下降
21.31%。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国
庆指出，检察机关批捕起诉毒品犯罪
案件数量均有下降，禁毒工作稳中有
进、趋势向好、成效显现，毒品犯罪高

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据了解，当前毒品犯罪案件中，

“互联网+物流”的制贩毒活动更加
突出，犯罪分子通过互联网购买、销
售毒品和制毒物品，通过网上物色
运毒“马仔”或物流进行寄递，再利

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甚至虚拟货币支
付毒资，实现人货分离、人钱分离、
钱货分离，打击难度增大。新型毒
品不断翻新，大麻巧克力、“蓝精灵”

“开心水”等新类型毒品增多，一些
娱乐场所和特定群体滥用情况突

出，社会危害性大。境内外犯罪团
伙勾连，一些贩毒团伙通过海运、国
际快递、人体携带等方式将毒品走
私至境内，再由境内的团伙组织分
别实施运输、分销、保管毒资等行
为，犯罪呈链条化。

最高检：

去年至今年5月全国共批捕毒品犯罪超10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
国疾控中心 26 日在官网公布的
《2020年6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进展》提到，北京本次疫情流
行的新冠病毒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

分支Ⅰ，排除动物病毒外溢和武汉
流行毒株导致的可能性。大规模人
群检测结果提示，与新发地批发市
场无关的人群感染率极低，北京疫
情近期有望得到控制。

本次北京疫情的病毒来源是
哪里？此次公布的文件提到，从1
例53岁与1例25岁的男性病例和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环境采集的
标本中获得的3株病毒基因分析显

示，北京本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毒
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Ⅰ，该毒
株比当前欧洲流行同型毒株更

“老”；可以排除由动物病毒外溢传
染人，也排除今年4月前北京本地

传播毒株或武汉流行毒株导致本
次疫情。疫情在新发地批发市场
的传染模式，推测主要为人与人之
间直接接触传播和/或经物品表面
污染的间接接触传播。

中国疾控中心：

北京本次疫情排除动物病毒外溢和武汉流行毒株导致的可能性

新华社华盛顿6月25日电（记
者谭晶晶）中国科研团队日前在美
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论文说，发
现了首个靶向刺突蛋白N端结构域
的高效中和单克隆抗体，这为新冠

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有效靶标。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陈薇院士为论文通讯作者之一。
论文说，研究人员从10名康复期新
冠患者身上分离和识别出单克隆抗

体，发现有3种抗体显示出针对新
冠病毒的中和活性，其中一种被命
名为4A8的单克隆抗体表现出高中
和能力。

中和抗体是机体应对抗原刺激

而产生的具有保护作用的一类抗
体。目前，全世界多个科研团队针
对新冠病毒的药物设计和机理研
究，聚焦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
体结合域。中国团队此项研究则是

通过识别刺突蛋白N端结构域的高
效中和单克隆抗体，发现了N端结
构域是新冠病毒刺突蛋白新的脆弱
表位，这为治疗性抗体和其他药物
设计提供了新的有效靶标。

中国科研团队发现高效中和抗体
为新冠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有效靶标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在
26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
表示，北京境外输入患者清零，6月
10日前北京累计报告的本地确诊病
例清零，但首都防控形势依然复杂，
必须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自6月11日新发地批发市场发
生聚集性疫情以来，北京累计报告本
地确诊病例280例，目前在院280例。
尚在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2例。

“当前首都防控形势依然复杂。
此次端午假期正值防控最紧要关头，
稍一松懈可能前功尽弃，必须毫不放
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徐和建说，节

日期间客流量大，要通过限流、分流，
现场引导等方式避免扎堆聚集。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提醒，市民如有发热、咽痛、干咳等
症状，应到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就
诊，不要在原因未明的情况下到不
具备接诊条件的地方输液治疗，以
免耽误病情或造成传染。

北京境外输入患者清零
首都防控形势依然复杂

●澄迈县桥头镇沙土小学附属幼
儿园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黄倩不慎遗长影粤海（海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楼盘，宝
龙地产宝龙城D区2-2-2603房
开具的宝龙城项目收款专用收据2
张，编号:0009024，金额：20000
元，编号:0009023,金额:3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卢惠忠不慎遗失恒大美丽
沙18地块1号楼2505收据恒大地
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收据3张,收
据抬头：海南全国联销项目收款专
用收据，编号为:HN1700840，金
额 10000 元；编号HN0080113，
金额1000000元；编号HN01029
90，金额1239717元，特此声明。
●罗茗萱（于2020年6月25日）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27200104064722,特此声明。

急速廉价处理
不锈钢灶具、炊具、冰柜、空调、彩
电、铁床、木床、床垫、被褥、桌椅、
麻将桌、衣橱、铁柜、白酒等大量宾
馆用品(工地、农场用)。
海口市南宝路 18 号山东大厦
1380768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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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典 当

遗 失

公告送达

搬家通知
海南同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
亮麻辣烫（南宝路18号大楼2号铺
面张伟明）、欧液（南宝路18号7号
铺面符玲）：
我公司与原海南省电子工业总公
司签订的南宝大楼租赁合同，今年
6月30日到期，到期前楼内物品必
须清空，将大楼交还产权方。
请你们务必在本月30日前，将属
于你们的所有物品搬离、清空。否
则，既为无主物品，作旧货和垃圾
处理。特此通知！
电话：13807681528

济南九甲置业有限公司、刘法亭
2020年6月26日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

招聘
江东新区滨海筹建大型养老院聘
策划营销团队13907692978陈总

招 聘

闲置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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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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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建筑工人在海淀区香山安置房C地块项目建筑工地的一处
临时核酸检测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当日，医护人员为北京海淀区香山安
置房C地块、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等8个项目的1750余名建筑工地人员进
行核酸检测采样。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香港今后将在课程中向学生介绍
香港维护国安法重要内容

新华社香港6月26日电（记者周文其）香港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26日介绍，当香港维
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后，教育局将会在课程中向学
生介绍该法的重点内容及重要性等。

杨润雄当日出席一个公共活动后接受传媒采
访时表示，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进行立法，对国家
和香港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当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法生效后，教育局会考虑在课程中用何种方
式向学生介绍这一法律，让他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该法的重点条文、重要性、背后的理念及对年轻人
的影响。在该法生效后，教育局就会做上述工作。

杨润雄指出，目前，教育局通过不同的科目去
向学生介绍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国歌条例》。就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教育局暂时的想法是以同样的
方式向学生进行介绍。当然，等到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法具体条文出来后，教育局还会再详细考虑。

杨润雄强调，国家安全对世界上每个国家来
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差不多是每个政府都很重视的
工作。每个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法都是从保护本国
的角度出发。香港每一名市民都有责任支持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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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上接A01版
贫困地区农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消费结构

不断升级优化。2019年海南贫困地区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407元，比2014年（6626
元）增加 3781 元，累计增长 57.1%，年均增长
9.4%；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增速最快，享受型消
费支出占比提高；“吃、穿”的消费占比下降。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海南贫困地区农民居住
条件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翻倍增长。2019年，海南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中饮水无困难、使用管道供水、
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分别为
94.2%、92.0%、64.2%，分别比2014年提高16.8
个、21.2个、15.4个百分点；拥有独立厕所的农户
比重为88.2%，比2015年提高34.3个百分点。

2010年来农村贫困人口
累计减少约133万人

◀上接A01版
项目征地资金到位，用地面积已公示。启动综合
医院、康养医院，以及幼儿园、中小学校、国际学校
等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充分运用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服务企业，优化
营商环境。儋州市旅文局和市服务投资局多次修
改和修改完善“一园一策”及总部企业认定相关政
策，协助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承接自贸港政策，吸
引国际大型免税企业进驻。今年4月13日，恒大
旅游集团与全球最大的免税运营集团杜福睿集团
签约，开办亚洲最大的免税购物商场。加快会展
项目建设，满足洋浦的国际化大企业举办国际会
展、高端商务接待等多种消费需求。

发展5大产业服务好洋浦企业

充分发挥紧邻洋浦、拥有旅游产业园的优势，
儋州市滨海新区发展旅游业、数字经济、航运服
务、贸易金融、文创设计等5大产业，倾力打造全
球交流合作的平台。“儋州当好配合洋浦的‘助攻
手’，滨海新区产业与洋浦产业相辅相成，发展5
大产业能够更好地服务洋浦企业。”儋州市滨海新
区及旅游产业园建设发展指挥部负责人、副市长
刘冲说，目前正在开展国内外招商，引进与洋浦主
导产业相配套的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项目，技
术、设计、金融、贸易、会计、咨询等项目以及航运
服务、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项目。

培育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电子信息技术企业，
多方位服务洋浦开发区和洋浦的企业。今年2月
至4月，总部设在儋州互联网产业园的海南中农
航服科技公司多次派出无人机，协助洋浦有关部
门空中喊话，劝导违规聚集、未戴口罩的居民。该
公司负责人陈俊环说：“无人机服务满足治安防
控、应急救援等多行业应用需求，可为洋浦开发区
和洋浦石油化工及油气储备基地企业，提供管道
巡检、油气检测、海岸巡检等服务。”海南建立海上
环卫制度，洋浦是首批试点地区，无人机服务将积
极参与海上环卫巡检等，为建设海南自贸港出力。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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