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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是我国第 4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维护国家安全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国家安全的真正实现有赖于人人参与、人人
有可为。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提
高风险防范能力，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全民关注国安教育

4月15日，北京市西城区组织开展了“2019年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在金融街购物
中心广场，西城区组织的主题宣传进总部活动在
这里进行，来自金融街的有关领导以及工作人员
向现场的居民发放了相关宣传材料。

“在活动现场，人很多，大家排起了长队领取
安全宣传资料。”市民张小姐对本报记者说，“我
觉得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非常重要。祖国是我们强
大的后盾，我们也应该为保护祖国尽一份责任。
没有祖国的安全稳定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保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月 12 日，云南警官学院 1000 余名师生共同

唱响《东方红》《歌唱祖国》和《中国人民警察警
歌》 三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拉开了警官学院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师生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
育课”主题活动的序幕。

在湖北、黑龙江、福建、广东、上海、新疆
等地，“国家安全教育”主题演讲和展览、研讨
会、知识竞赛以及亮灯仪式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活
动也纷纷展开，通过贴近群众生活的方式，让大
家了解掌握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生
态安全、金融安全等不同方面的国家安全知识。

国安教育进校园

4月15日上午，黑龙江大学在汇文楼和B区篮
球场举办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活动，逾千
名学生在现场参与活动。

在汇文楼大厅，整齐陈列着“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题展览，
吸引了过往师生驻足观看。展板前，法学院青
年志愿者协会的师生设立了普法宣传台，现场
为大家进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知识的讲解，并
向来参观展出的师生们发放了他们精心制作的
国家安全宣传折页。参与组织活动的 2017 级法
学院法学专业的学生张源源表示，维护国家安

全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身为青年
志愿者，我们更有必要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宣
传相关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同学了解维护国
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在重庆，国家安全教育走进校园，大学生宣
讲团的同学们通过对网络安全、科技安全、文化
安全、海外利益保护等方面的宣讲，让现场同学
们加深了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和理解，全市
600 万名大中小学师生通过网络直播进行了收看。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学生沈辉戈说：“以前我一
直会认为国家安全离我很远，这次宣讲从网络安
全讲到科技安全再到文化安全，其实国家安全与
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

在山西医科大学中都校区，来自太原理工大
学、山西医科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山西中医药
大学等 10 所院校的 300 多名师生参加专题讲座，
并参观了国家安全教育日专题展。山西医科大学
大一学生金志磊说：“以前觉得国家安全离自己很
遥远，其实并不是。在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我
们大学生息息相关，我们在平时学习生活中一定
要绷紧这根弦。”

北京、上海、河北、浙江、海南、山东、安
徽、辽宁、江西、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的学校
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国家安全学习教育活动。

维护国家安全 人人皆是主角

社会各界共迎国家安全教育日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本报北京4月15日电（记者任涛） 海关总署
今天在此间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包括“1·17”
特大象牙走私案在内的打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走私十大典型案例。

据悉，这十大典型案例包括黄埔海关缉私局
侦办“1·17”特大象牙走私案；湛江、福州海关
缉私局侦办“7·5”特大象牙等珍贵动物制品走私
案；深圳、福州、湛江海关缉私局侦办“404”象
牙走私案；青岛、南宁海关缉私局侦办象牙等珍
贵动物制品走私案；江门、南宁海关缉私局侦办

“608”石首鱼鱼胶走私案；湛江、深圳海关缉私

局侦办“801”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南宁海关缉私
局侦办“1726”特大象牙走私案；汕头海关缉私局侦
办“307”濒危鹦鹉蛋走私案；哈尔滨海关缉私局
侦办“4·27”象牙等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广州
海关缉私局侦办“1·19”犀牛角走私系列案。

据介绍，今年以来，中国海关共计立案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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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月30日破获的“1·17”特大象
牙走私案，现场缴获象牙 7.48 吨，全链条摧毁了

一个长期专门走私象牙的国际犯罪集团，为近年
来海关自主侦查查获象牙数量之最。

据海关总署副署长、全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
办公室主任胡伟介绍，高效的国际执法合作，是
中国打击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取得重大成果的
成功经验。中国海关打击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
犯罪的行动和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2018 年，海关总署荣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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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牙禁贸令已产生
显著成效。

打击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案例公布
海关侦破大规模象牙走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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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415/c3541083-31537554.html）（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415/c3541083-31537554.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415/c3541083-31537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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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云南西双版纳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正式开启，在告庄西
双景景区，数万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齐聚景洪，相互泼水，庆祝傣历
新年，互祝吉祥、幸福、健康，共度泼水狂欢节。

李 明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4月 15 日电 （记者
贺勇） 随着天气转暖，京城杨柳飞
絮又起，给市民生活带来一些烦
恼。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
悉，为精准治理飞絮问题，北京近
年来加大对产生飞絮的杨柳雌株的
普查。调查结果发现，截至去年
底，全市五环内共有杨柳雌株 28.4
万株。目前，北京已采取综合措施
对一些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治理。

“杨柳树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治理杨柳飞絮，切忌急功近利，一
砍了之更要不得！”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张建国表示。为了在不
破坏杨柳树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治理

飞絮，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近年来
按照“因地施策、集中治理”的方
案，着重治理医院、幼儿园、学
校、城市公园、大型社区等重点区
域的飞絮问题。

据了解，今后北京在各项园林
绿化建设中严禁使用杨柳树雌株，
将通过科学配置树种，营造多树
种、多品种、乔灌草相结合的混交
林模式，不断增加园林绿化树种的
多样性。在各项园林绿化工程中，
杨柳树雌株也成为优先改造更新的
目标，北京目前正对现有老、残、
病等杨柳树雌株逐步更新改造，从
根本上减少飞絮总量。

北京综合治理“杨柳飞絮”

新华社开罗4月14日电（记者
吴丹妮、朱瑛琪） 上海交通大学健
康管理与服务创新中心与埃及中国
大学14日在开罗签署协议，双方将
共同建立埃及中医医院。

双方是在国际中医药与功能医
学会议上签署这一协议的。

上海交通大学健康管理与服务
创新中心主任鲍勇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未来双方将为培
养埃及中医药人才共同努力，不
仅会邀请埃及医疗人员到中国学
习交流，还将在埃及中国大学等
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并派遣中国专家

进行授课。
埃及中国大学校长、埃及前高

等教育部部长阿什拉夫·希哈表示，
中国在医学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传统医学蕴含着独特的治疗理
念，将中医药优势融入埃及医学体
系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此次国际中医药与功能医学会
议为期两天，由埃及卫生部、上海
交通大学健康管理与服务创新中心
和埃及中国大学共同主办，内容包
括中医药与功能医学专题报告、传
统中医与西医研讨以及参观埃及中
国大学中医项目等。

中埃两大学签署建立
埃及中医医院协议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吴嘉林）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
中国和中拉关系发表不友好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5日表示，中国
给拉美国家带来的是机遇，中方强
烈反对美方肆意诽谤、蓄意挑拨，
相信拉美国家会作出正确判断。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媒体报道，日前蓬佩奥访问智利等
拉美国家期间对中国和中拉关系发表
不友好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
开展合作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合作共赢理念，聚焦共同发
展，有力帮助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
和人民福祉的改善。事实证明，中

国给拉美国家带来的是机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和中

拉关系肆意诽谤、蓄意挑拨，不负责任、
毫无道理，我们对此强烈反对。”他说。

陆慷表示，长期以来，美国把
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动辄施
压、威胁甚至颠覆别国政权。公道
自在人心，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
友，是谁无视规则、散播混乱，相
信拉美国家会作出正确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美国政客揣着同一个唱本，满世
界污蔑中伤中国，到处煽风点火，
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谎言就
是谎言，说上一千遍还是谎言，蓬
佩奥先生可以休矣！”陆慷说。

外交部驳美国国务卿挑拨中拉关系

不 负 责 任 毫 无 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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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 15日电 （人民网记者乔雪峰）
4月15日，由东航喷绘的全新“人民网号”飞机完
成首航，该航班为 MU564，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人民网号”飞机由东航与人民网联合推出，选
用双通道宽体飞机空客 A330-200 新型号客机喷
绘。机身图案由人民网设计团队提供，设计灵感来

源于凤凰，凤凰的寓意适合于飞机本身，也代表着
当下国家社会的安定和幸福。机身为红橙配色，设计
元素囊括了高铁、“一带一路”、和平鸽、中国结等。

在“人民网号”首航航班上，旅客通过手机
等电子设备打开人民视频客户端AR扫描人民网标
识，即可观看精彩视频。这是人民网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讲话为指引，探索全

息媒体、全程媒体的一个有效体现，表现出人民
网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今后，“人民网号”飞机将执飞上海至北京往
返航班，旅客有望在京沪两地机场看到它的身
影，空客A330-200系列飞机还被称为覆盖“一带
一路”范围航线最理想的机型之一，未来还有很
大希望执飞“一带一路”航线。

登上飞机后，记者看到飞机客舱内张贴了与
首航相关的宣传海报，每个座位上都摆放了一个
人民网福袋，内含首航限定版行李牌、钥匙链、
纪念卡，值得一提的是，用手机扫描行李牌还可
以登录人民视频客户端观看精彩视频。

“人民网号”首航

中国最早彩绘世界地图亮相

4月 15日，被誉为中国最早彩绘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 亮相
位于杭州的浙江美术馆，该图是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由意大利传教
士利玛窦与明代官员李之藻 （浙江杭州人） 共同绘制，它首次将亚洲
东部居于世界地图的中央。此举也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

图为工作人员在布展。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西双版纳：万人欢度泼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