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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6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顺应群众期盼改善居
住条件；确定提前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
的措施，助力乡村振兴；要求巩固提高农村饮
水安全水平，支持脱贫攻坚、保障基本民生。

会议确定，一要抓紧明确改造标准和对象
范围，今年开展试点探索，为进一步全面推进
积累经验。二要加强政府引导，压实地方责
任，加强统筹协调，发挥社区主体作用，尊重
居民意愿，动员群众参与。重点改造建设小区
水电气路及光纤等配套设施，有条件的可加装
电梯，配建停车设施。促进住户户内改造并带

动消费。三要创新投融资机制。今年将对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
构和地方积极探索，以可持续方式加大金融对
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
会力量参与。四要在小区改造基础上，引导发
展社区养老、托幼、医疗、助餐、保洁等服
务。推动建立小区后续长效管理机制。

会议指出，下一步，一是各地和电网企业要
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今年以省为单位，提前一
年完成“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全部改造升级任
务。进一步缩短企业获得电力时间，优化营商
环境。二是今年相关中央预算内投资全部用于
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并提高中央资本金比

例。重点推进“三区三州”、抵边村寨等农网改造
建设攻坚，确保明年上半年完成。三是建立农
网供电监测评价体系，将机井通电纳入电网企
业日常服务范围，提高农村电力服务水平。

会议要求，一要加大工程建设力度，到明
年全面解决6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存在的供水水
量不达标、氟超标等问题。二要建立合理的水
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制，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供水设施建设运
营。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饮水安
全工程维修养护给予补助。三要加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研究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水平
的新标准，启动编制下一步农村供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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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9日电（记者王迪）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阿夫雷戈。

栗战书指出，2017年6月，中巴建立外交关

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两年来，在习近平
主席和巴雷拉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巴关系发展势
头良好，政治互信日益加深，务实合作、人文交流
不断拓展。巴拿马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的拉美国家，为区域内国家发挥了重要示
范作用。事实证明，中巴友好给两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期待着与巴新政府继续共
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栗战书会见巴拿马国民大会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19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京接见出
席全国政协中非友好小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
体会议的小组成员。

汪洋指出，全国政协中非友好小组是党中

央批准成立的全国政协第一个对外友好小组，
在人民政协对外交往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作为开展对非友好交流的组织，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对非工作战略方针，
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努力为推动落实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要勇于开拓进取，
在对非交往的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积累
新经验，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对外交往工作不
断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汪洋接见政协中非友好小组成员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冯春梅） 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19
日在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强调，制造业
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战场。本次常委会议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为议题，体现了全国政协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
工作原则，也体现了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
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特点和优势。

汪洋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
显著，新发展理念的“时”正在转化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势”。虽然国内外环境严峻
复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
顺，但我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巨大市场空
间、丰富人力资本等诸多优势，特别是有政
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一定能够变压力为动
力、化挑战为机遇，推动制造业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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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孙奕） 国
家副主席王岐山19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埃及
议长阿里。

王岐山表示，近年来两国元首多次会晤，为新

时代中埃关系提供强有力政治引领和保障，两国
传统友谊不断巩固发展。中埃是好朋友、好伙伴，
历史上都有过苦难和辉煌，都在谋求国家振兴和
民族复兴，两国关系具有地区性、全球性影响，拥

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应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
战，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支持彼此核
心关切，把中埃全面性、战略性关系定位落到实
处。中方愿加强同埃在非盟、阿盟框架下合作。

王岐山会见埃及议长

据新华社内比都6月19日电 6月16
日至 19 日，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日喀
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四曲 （藏族） 率
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访问缅甸。

在仰光，代表团会见缅甸宗教事

务和文化部部长昂哥、仰光省议会副
议长林奈敏。在内比都，代表团会见
缅甸联邦议会副议长兼人民院副议长
吞吞亨，并与人民院国际关系委员会
成员会谈。

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访问缅甸

据新华社都柏林6月18日电 6月12
日至18日，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措
率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访问德国、爱尔
兰，与两国议会和外交部官员、智库和高
校领导人及专家学者等进行了广泛交流。

向巴平措表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
福，经过不懈探索和努力，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
育体系、社保体系、基层民主选举体
系，人民的权利与尊严得到了充分实
现。中国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世界，世界
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愿与德国、
爱尔兰以及其他国家一道，积极应对世
界面临的不确定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访问德国爱尔兰

本报北京 6 月 19 日电 （记者杜海
涛） 6 月 19 日上午，由中宣部对外推广
局、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中国—
东盟中心和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五洲
传播中心与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
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特别活动——

“2019 丝绸之路万里行·魅力东盟”启动
仪式在北京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丝绸之路万里行”
系列活动从2014年开始举办，5年来活动
行程累计 8 万余公里，途经欧亚 32 个国
家，上百座丝路城市。2019 是中国—东
盟媒体交流年，为了促进中国与东盟媒

体间的交流合作，讲好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故事，“2019 丝绸之路万里行·魅力东
盟”将全面升级，打造成为大型人文经
贸交流全媒体活动，更好地传播丝路文
化，弘扬丝路精神。

在此次活动中，五洲传播中心与陕
西卫视将携手中国媒体和中国品牌，沿
途以汽车、飞机、轮船等多种旅行方
式，从首都北京出发，经陕西前往福
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穿行老
挝、柬埔寨、缅甸、越南、泰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尼、菲律宾各国，
预计历时50天。

“丝绸之路万里行·魅力东盟”启动“丝绸之路万里行·魅力东盟”启动

长宁地震搜救工作基本完成
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我从没有后悔过”

5月 1日下午两点，侦查员彦茹的家庭
聚会刚开始，电话就响了。目标在遮放镇
附近出现，毒贩运输毒品随时会过境。彦
茹马上放下筷子，出发执行任务。

对于女子侦查组来说，危险的外勤工
作是家常便饭，要随时准备好生活用品，
说走就走，一个电话必须立刻到位。

中缅边境线很长，而且缺少天然屏
障，有时候一条小沟或一个田埂就是两国
国界，因为毗邻毒品生产地“金三角”，所
以这里的禁毒压力一直很大。

“家人最怕听到的就是我跟他们说‘我
要出去一下’。”

面对毒贩时铁血刚强的姑娘们，提起
父母和孩子却忍不住哽咽。在她们的记忆
里，案件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 20 多起，很
少有机会回家。

有一次，一名女性毒贩在审讯过程中
突然毒瘾发作，毒瘾导致的癫痫让她颤抖
不止。彦茹怕她咬到舌头，马上上前查
看，不料毒贩一口咬住她的手不放，更可
怕的是，之前毒贩交代自己患有艾滋病。

“很疼，虽然体检的时候没发现毒贩有艾滋
病，但当时我还是心惊肉跳了好久。”彦茹
手上的伤疤至今隐隐可见，一块褐色的印
记，仔细看是一排牙齿的形状。

“很危险的时候，我在心里面连遗书都
拟好了，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彦茹说。

“那一刻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仔细研判，果断出击，才能和犯罪分
子斗智斗勇。

每次想起自己在毒品查缉工作中遇见
的那名孕妇，缉毒侦查员燕子都更加坚定
她当一名优秀侦查员的决心。一次对交通
工具的查缉勤务中，在例行检查一辆中巴
时，一名带着一个小男孩的孕妇引起了燕
子的注意。检查中，孕妇大闹起来，被带
到执勤场检查室后，民警们还是没从她身
上查获任何违禁物品。见嫌疑人心情急
躁，燕子开始仔细观察嫌疑人的穿着打
扮。就在让她做蹲下起立的动作时，一个
颗粒状的东西从嫌疑人裤脚掉了下来。最
终检查结果是，嫌疑人体内藏匿有 20 多颗
毒品。

“尽管很累，但那一刻我找到了自己的
价值。”燕子说。

一位 60岁的妇女跪着向一个 20多岁的
姑娘哭诉，这一幕出现在侦查员静静的工
作中。“下跪的是个60岁的毒贩，当我对她
进行人身检查时发现她腰上捆绑着两块毒
品，她吓得浑身发抖，一边抱着我的腿一
边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那一刻，静静感
叹不已。

钻车底、爬货厢、查货物，查看客车
上旅客呕吐过的垃圾桶，清洗体内藏毒人
员排泻出来的毒品，是侦查组姑娘们的日
常工作。

可以装扮成各种角色

去年 4 月 22 日，几名嫌疑人入住瑞丽
的一家酒店。酒店监控设备损坏正在维修，
侦查员们对房内情况一无所知。嫌疑人每一
次出门都有可能去交易毒品，如果不能确
定房间里的情况，很难实施抓捕。接到命
令，侦查员小雯要化装后前往房间侦查。

化装完毕，小雯找借口进入嫌疑人住
的房间，观察后迅速离开。接下来的几天
里，狡猾的毒贩几次改变交货地点，最终
在芒市交易。在芒市市中心，嫌疑人出现
后，小雯装着打电话接近他，突然一辆摩
托车从街道一侧驶来，停在男子跟前，骑
车的人转身就走。嫌疑人上前开车想离开
时，小雯走过去问：“大哥现在几点了？我
手机没电了。”嫌疑人一愣，小雯迅速拔下
车钥匙，埋伏的侦查员立即将嫌疑人制服。

像这样的化装跟踪侦查，女子侦查员几
乎每天都在进行。许多毒贩的反侦查能力很
强，给破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因为他们
对女性戒备较低，所以女子侦查员有时能
发挥很大作用，宾馆服务员、路边小妹、情侣
夫妻……在工作中，她们装扮成各种角色。

女子侦查组是一个让她们引以为傲的
集体。自 2015 年 6 月组建以来，她们屡破
大案，至今共查获毒品案件118起，抓获毒
品犯罪嫌疑人 123名，缴获各类毒品 320余
公斤，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1次，个人二等
功1人次，个人三等功12人次。

6月26日是第32个国际禁毒日。6月17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
出：“金三角”毒品渗透加剧，合成毒品入境增多。在毗邻金三角的云南，有一群战斗在禁毒一线的“女汉
子”，她们用细腻、耐心、柔软对抗毒贩、守护家园，她们就是德宏芒市边境管理大队女子侦查组。

刀 尖 绽 放 的 铿 锵 玫 瑰
谢丽勋 田洪涛

截至6月19日16时，四川长宁“6·17”地震灾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重
点对房屋垮塌严重的废墟进行集中清理，确保无一遗漏。

据了解，此次地震共造成220人受伤，24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5万余人。目
前受伤的220人中，有153人住院，危重8人，重伤12人。20名危重伤员均已送到市级
以上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并对其制订了一对一专家会诊治疗方案。目前住院人员伤情
稳定，多数已逐渐好转。

上图：救援人员正在运送救灾物资。 胡 鹏摄 （人民视觉）
下图：在四川长宁县双河镇双河中学安置点，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医疗队队员为受

伤群众治疗。 李华时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侯晓
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9日表示，中美在
经贸领域的分歧可以通过对话和磋商来
找到解决办法，只要这种对话和磋商是
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18 日在
参院听证会上谈到中美经贸分歧时称，与
中方的对话行不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表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
统 18 日通了电话。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
表示，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希望双
方工作团队能展开沟通，尽早找到解决
当前分歧的办法。相信全世界都希望看到

美中达成协议。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同意两
国经贸团队就如何解决分歧保持沟通。

“我们多次说过，中美达成一个互利
双赢的协议，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
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世界的期盼。你刚
才援引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
的表态。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昨天美国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表示，两国元首通话后美国市
场的反应表明，谈比不谈好。”陆慷说。

陆慷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通话
中所指出的，关键是要照顾彼此的合理
关切。“我今天愿再次重申，违背这一原
则，是没有出路的。”

美贸易代表称“与中方的对话行不通”
外交部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