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香港首次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为主题的展览 15日开幕，向香港市民介绍国
家安全的重要性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
制责任。展览设在香港中环中国建设银行大厦，
以图文、视频、实物等多种形式，介绍国家安全相
关知识。

展览内容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总
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的多方面内涵等，也介
绍了香港根据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应承担的维护
国家安全宪制责任，以及香港在社会治安、反恐、
网络、金融、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挑战和应对
举措。

香港举办相关展览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四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5 年 7 月 1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把
每年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以提升全社会的国家安全意识。

4月15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工作人
员发放法治宣传材料。

当日是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人们通
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提高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国
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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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是威胁

全球生态安全的“牛皮癣”。海关总署15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以“零容

忍”态度，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严打严管，

斩断濒危物种学走私链条。

白洋淀，曾是英雄雁翎队伏击日寇的主战场，镌刻着鲜

明的红色印记。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如今，这里是雄安新

区生态建设重要战场，书写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传奇。

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
限公司发生事故

导致10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济南市相关部门获悉，

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冻干车间地下室在
管道改造过程中发生事故，截至目前共导致 10
人死亡。

15日 15时 37分，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
司冻干车间地下室，在管道改造过程中，因电焊
火花引燃低温传热介质产生烟雾，致使现场作业
的10名工作人员中8人当场窒息死亡，其余2名
工作人员在抢救过程中死亡。另有 12名救援人
员受呛伤，无生命危险。

据通报，经环保部门检测，对周边环境未形
成影响。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置中。

江苏响水爆炸事故调
查有新进展

又有17人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5日从江苏省盐城市委
宣传部获悉，根据国务院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

“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调查工作进展
和公安机关侦查，公安机关 15日对江苏天嘉宜
化工有限公司及为该公司相关项目作虚假评价
的中介组织涉嫌犯罪的17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3月 21日 14时 48分许，盐城市响水县天嘉
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
生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调查工作，于 3月 23日
立案侦查，并对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名负
有重大责任的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月13
日，又有6名负有重大责任的嫌疑人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中国朱鹮“关关”在日本产卵

昨日人工孵化成功
据新华社电 位于日本新潟县佐渡市的佐渡

朱鹮保护中心 15日证实，去年 10月抵日的中国
雌性朱鹮“关关”在日产下的第一枚卵当天人工
孵化成功。

据日本媒体报道，现年 3岁的“关关”3月 16
日产卵一枚。为增加繁殖成功率，工作人员对其
进行人工孵化，昨日成功孵化出雏鸟。目前“关
关”产下的卵还剩 4枚，该中心打算对其中两枚
进行人工孵化，两枚进行自然孵化。

朱鹮素有鸟中“东方宝石”之称，是全球濒危
鸟类，深受中日两国人民喜爱。中日两国的朱鹮
保护合作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国曾先后向日
本提供 5只朱鹮个体，帮助日方重建朱鹮种群，
日本也通过官方和民间保护项目支持中国朱鹮
栖息地的保护工作。

日本本地朱鹮于 2003年灭绝，目前在日本
繁殖出生的朱鹮均系中国朱鹮的后代。日本现在
约有野生朱鹮350只，主要栖息在佐渡岛。

从革命老区到雄安新区 白洋淀迎来新生

白洋淀文化资源丰富，作家孙犁
笔下的荷花淀，一望无际的芦苇荡，
无不令人神往。在这里，有圈头烈士
祠、赵北口戏楼等历史文物古迹，也
有安新芦苇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新城市要立得住，关键要
传承好自己的文脉。”河北省委常委、
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刚表示，雄安新区在大规模
规划建设之前，就主动对历史文物、

历史风貌、文化遗存进行保护，启动
了“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

雄安新区活跃着一大批民间艺
术团体和个人，雄县古乐、安新圈头
音乐会、容城沙河营百年剧团……他
们以农民为生力军，世代相传，为当
地民众文化生活、艺术修养的养成作
出了贡献。

新区成立工作专班，深入村庄一
线调查走访，并将非物质类乡愁遗产

的类型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等十
几个类别，目的是引导群众树立文化
自信，为新区规划建设注入文化力
量。

雄安新区规划研究中心规划组
组长夏雨介绍说，新区规划建设局对

“乡愁点”开展校核、补充、录入地理
信息系统，一批承载着雄安新区人民
记忆，凝聚着新区传统文化基因的乡
愁遗存被登记造册、建档存根，形成
了总数为 2367项“乡愁点”的数字坐
标总图。 据新华社

四月的白洋淀，春风拂面，新
苇吐绿。

今年68岁的王木头每天一大
早就来到村口的码头，摇着小船
走水路到白洋淀抗战纪念馆上
班。作为讲解员的他，白洋淀畔的
红色故事讲了一辈子。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
无踪。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
鬼子兵……”王木头说，这首记录
抗日战争期间雁翎队神勇表现的
民谣，至今仍在白洋淀一带传唱。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
淡水湖泊，143 个淀泊星罗棋
布，3700 条沟壕纵横交错，是天
然的游击战场。王木头说，不甘
心做亡国奴的淀区人，拿起猎
枪、渔叉、大抬杆土炮，组成了
雁翎队。

打鬼子、端炮楼、除汉奸……

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
部队解放安新县城，雁翎队由最
初的 20多人发展到 120多人，与
敌军交战 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
军近千人。

雁翎队打鬼子的故事，鼓舞
了一代又一代人。“多年来，听我
讲解的游客超过了 200万人次。”
王木头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雁
翎队，我会一直讲下去，直到讲不
动为止。

70多年后，“雁翎队”精神，依
然闪闪发光。

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白洋淀
旅游热愈发升温。2018 年，白洋
淀景区接待游客量达到 270.9 万
人次。

不仅红色文化在传承，还有
活跃跃的创造。王木头说，大家现
在都为新区建设而奋斗。

●让“华北明珠”重绽风采

年初，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传
来：2018年白洋淀淀区主要污染物浓
度实现“双下降”，总磷、氨氮浓度同
比分别下降35.16%、45.45%。

47岁的安新县赵庄子村村民赵
辉说，白洋淀能变干净，他的渔网被
清除值了。

白洋淀对于维护华北地区生态
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

“华北之肾”。但上世纪 60年代起，受
气候干旱、上游断流等因素影响，白
洋淀干淀现象频发。粗放式发展更使

白洋淀陷入了污染的恶性循环。
蓝绿是雄安的底色。根据规划，雄

安未来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 70%。雄
安新区开好局、起好步，重要基础是保
护白洋淀生态功能和强化环境治理。

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环境综合
整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606个有水
纳污坑塘全部完成治理；强化 133家
涉水企业监管，严格整改提高标准，
不达标的全部停产整改。

2018年，新区清理白洋淀围堤围
埝及沟壕水产养殖 741处，养殖面积

9.1万亩；排查、整治河道、淀区两公
里范围内入河入淀排污（排放）口
11395个。

这一年，养了 8年水产的赵辉，
带头将渔网清理掉。“开始清除渔网
时，心里不好受，毕竟靠着它养家糊
口，多的时候一年能赚几十万。”

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了，每家每
户的污水全部收集，如今的赵庄子村，
白墙灰瓦、小桥流水，是白洋淀最吸引
游客的地方之一。“新区设立后，我们
村变美了，设施改善了，一定会有更多
的人来白洋淀游玩。”赵辉说，今年计
划开个淀上荷园度假村，转型搞旅游。

●守住文化根脉留住记忆乡愁

●红色精神依然闪闪发光

破大案 打团伙 摧网络
我我国打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战果丰硕决心坚定国打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战果丰硕决心坚定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 15 日
宣布，海关缉私部门近期侦办一
起特大象牙走私案，现场查获 7.48
吨象牙。这是海关缉私部门近年来
自主侦查一次性查获象牙数量最大
的案件。

海关总署副署长、全国打击走
私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胡伟当天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3月 30日，海关
总署指挥黄埔海关缉私局，在合肥、
南京、北京、福州、青岛海关缉私局
和地方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出
警 238人，分为 36个行动小组在多
地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 20名犯
罪嫌疑人，查获 2748 根象牙，合计

7.48吨。
这起特大象牙走私案实现人赃

俱获。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孙志杰
告诉记者，海关缉私会出现“打到货
没抓到人、抓到人没打到货”的情
况，这次行动一举抓获 20名犯罪嫌
疑人，全链条摧毁了一个长期专门
走私象牙的国际犯罪集团。

据介绍，该犯罪集团在非洲尼
日利亚等国收购大量象牙，通过非
设关地偷运、货运渠道伪报等方式
走私进境。此次查获的 7.48吨象牙
是通过货运渠道伪报为木材方式进
境，藏匿于废旧厂房中。目前这一案
件还在侦办中。

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
有其全球链条，需要包括走私来源
地、中转地和消费地在内的海关缉私
部门等多部门在“购、运、储、销”环节
联动发力。

海关总署口岸监管司司长王炜
介绍，我国加大了口岸执法查验力
度，加大对来自重点国家高风险货物
的查验力度，对可疑集装箱实施彻底
开箱查验；在旅检和邮快件渠道，提
高重点国家、重点航线进出境行李物
品和邮快件的检查比例，对含有疑似

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行李物
品、邮件、快件一律开箱彻查。

同时，我国也在大力推进各级地
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比
如，海关总署会同国家邮政局开展打
击整治联合行动，落实“收寄验视、实
名收寄、过机安检”3项制度，严加邮
件寄递安全管控。

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孙志杰说，
我国海关缉私部门还着力强化国际
和地区执法合作。一方面，加强与世
界海关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积
极参加打击濒危物种走私国际联合
行动。另一方面，加强与濒危物种走
私来源地、中转地和消费地海关、警

方等执法部门合作打击力度，开展联
合执法。

他表示，我国海关缉私部门已经
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机构
保持合作，把缉私网越织越密，把防
线向更远处延伸。

应该看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得到
一定程度遏制，但监管难度和压力仍
然存在，具体表现在监管战线长、进
出境方式多、监管贸易量大等方面。

胡伟表示，海关总署把打击象牙
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作为履行
为国把关职责的“重中之重”，坚持

“零容忍”态度，将锲而不舍、一以贯
之地严打严管，坚决斩断走私链条。

●战果丰硕，海关缉私部门屡破大案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

海关缉私部门共计立案侦办濒危物
种走私案件 182起，其中，象牙案件
53起，打掉27个犯罪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 171名，查获各类濒危动植物
共计 500.5 吨，查获象牙及其制品
8.48吨。

“此外，我们严厉打击网上走私
贩卖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活动，
彻底铲除了‘日购网’‘滴米粒’等走

私贩卖象牙网络平台。”胡伟说。
海关总署当天还发布了打击象

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十大典
型案例，“破大案、打团伙、摧网络”的
格局正在形成。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象牙等
濒危物种缉私工作。我国先后出台
《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
及制品活动的通知》和《关于严格管
制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

的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象牙、犀牛、
虎及其制品非法贸易，加大口岸执法
查验力度，阻断非法贸易渠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象牙等
濒危物种缉私方面展现的担当受到
国际广泛认可。2018年，中国海关总
署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野生
动植物保护协会颁发的奖项。同年 9
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中
国象牙禁贸令已经产生“显著成效”。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 15日对
外发布打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
品走私十大典型案例，除特大象牙
走私案外，还通报了九起典型案例。

一起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2019 年 4 月，青岛、南宁
海关缉私局在山东、广西地方公安
及森林公安的配合下，实施联合抓
捕，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经查，
犯罪嫌疑人高某长期与一越南人
相互勾结，从中越边境非设关地以
偷运方式，向我国大量走私象牙等
濒危制品，并利用快递等渠道向国
内买家销售。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五起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2018年破获的五起案件已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包括深圳、
福州、湛江“404”象牙走私案，湛江、
深圳“801”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汕
头“307”濒危鹦鹉蛋走私案，哈尔滨

“4 · 27”象牙等珍贵动物制品走私
案，广州“1·19”犀牛角走私系列案。

其中汕头“307”濒危鹦鹉蛋走

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0名，查获濒
危鹦鹉蛋 383枚，濒危鹦鹉 473只，
濒危巨嘴鸟1只，查证涉嫌走私濒危
鹦鹉蛋 3295枚，是海关系统查获的
最大一宗走私濒危鹦鹉蛋案件。

一起案件已移送人民法院审理
——2018 年 6 月破获的江门、南宁

“608”石首鱼鱼胶走私案已移送人
民法院审理。该案查获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鱼胶 2621只，查证涉嫌走
私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胶 15955
只，案值约8.49亿元。

两起案件已经宣判——2017年
破获的湛江、福州“7·5”特大象牙等
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和南宁“1726”
象牙走私案已经宣判。其中“7·5”特
大象牙等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 27名，查证涉嫌走私象
牙 8.45 吨、走私穿山甲鳞片 796.25
千克。2018年 2月，湛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一审判处主犯王某有期徒刑十五
年，其他被告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九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国海关破获近年来最大规模象牙走私案

现场查获象牙7.48吨

海关总署通报濒危物种缉私
十大典型案例

●多方聚力，管控“购、运、储、销”全链条缉私

相关新闻

文/图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