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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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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芬太尼”突然走

红网络。原因之一是，近日审
理了一起2017年中美联合破
获的跨国售卖芬太尼要案；原
因之二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
时提到“双方同意采取积极行
动加强执法、禁毒合作，包括对
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芬
太尼为何成为中美元首会晤重
要内容之一？

具有双重身份和数百种衍生物

据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
赖性研究所刘志民教授撰文介
绍，芬太尼是迄今发现的最强
效的阿片类药物，其等效镇痛
效应是吗啡的约 100 倍，而此
后研发的一些芬太尼衍生物较
芬太尼作用还要强大。在芬太
尼的衍生物中，3-甲基芬太尼
的 作 用 和 毒 性 较 海 洛 因 强
1000倍，几毫克即可致命。另
一种衍生物卡芬太尼的效能约
为吗啡的10000倍，是目前世
界上最强效的阿片类药物，规

定只能用于大型动物麻醉。
通常情况下，芬太尼与其

他药物联合使用时，用作疼痛药
物或麻醉剂。芬太尼同时又是
第三代毒品——“实验室毒品”
中的重要成分。芬太尼有数百
种衍生物，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
问题办公室（UNODC）估计，
2012年至2016年间就有超过
12 种芬太尼衍生物进入毒品
市场，绝大多数是地下实验室
非法制造的，包括列管和尚未
列管的“策划药”。

芬太尼美国泛滥中国不背锅

UNODC 的 报 告 显 示 ，
2016年，美国有63632人死于
吸毒过量，比上一年增加了
21%。这主要是因为与芬太尼
和芬太尼类似物等医药类阿片
相关的死亡率上升。此前针对
芬太尼类物质被滥用，美国媒
体和总统特朗普曾一度将矛头
指向中国，声称该类物质主要
来自中国。

这几天，被批准合法生产

芬太尼原料药和制剂的中国企
业纷纷发声，表示不背这个
锅。12月2日，人福医药集团
董事长王学海表示：“中国对芬
太尼一直是严格管制的，甚至
是世界上管制最严格的，现在
还没有口服剂型获批，主要是
注射剂，在医院严格按红处方
使用，透皮贴还要求医院用完
回收。流入到美国的芬太尼，
包括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都
是地下工厂非法加工和走私
的，跟人福医药在内的 5 家正
规厂家没一点关系。”

事实上，1974年被成功合
成的卡芬太尼，直到2018年3
月才被UNODC列入管制。此
前，2017 年 3 月，我国已先行
将卡芬太尼列入管制。截至目
前，中国已经列管了25种芬太
尼类物质和两种芬太尼前体。

“实验室毒品”呈“爆炸式”增长

更多的芬太尼类物质并
未作为药用，而是作为新精神
活性物质列管。

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
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继传
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
的“第三代毒品”，它主要是在
第二代或某些第一代毒品的化
学结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修
饰，或药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
一些中间产物，由此产生“策划
药”性质的一些毒品。近年来，
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以每年平
均20%以上的速率增长，呈一
种“爆炸式”增长势头。

中国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
怖学院副教授包涵说，芬太尼
衍生物之类的新精神活性物
质，其合成本身就带有明显的
规避法规的属性。当前的形势
是，新的芬太尼衍生物总在源
源不断地被研发，每天在和监
管比速度，每天都在上演着猫
和老鼠的现实版追捕游戏。“我
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加快列管速
度，让新实验室毒品研制出来
后，还没全部进入市场就进入监
管范围。”（摘编自《科技日报》

《中国经营报》《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11月29日，全国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
开。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国
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总召
集人赵克志强调，从今年12月
起到2019年底，在全国范围内
将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新一轮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

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
建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以加强对全国打击治理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赵
克志称，三年来打击治理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犯罪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

赵克志称，要保持严打高
压态势，创新打法战法，“对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必须毫
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出重
拳、下重手，迅速掀起新一轮打
击犯罪高潮”。赵克志还表示，
侦办案件中要更加注重追赃挽

损，最大限度减少受害群众的
经济损失，对于权属明晰的冻
结涉案资金，要及时梳理并集
中向受害人返还。“各部门要对
1 至 10 月缴获的涉案资金进
行梳理盘点，年底前要集中向
受害人返还。”赵克志说。 据
悉，为组织各地公安机关陆续
返还受害人被骗资金，2016年
12月9日，公安部曾会同银保
监会，制定出台了电信诈骗犯
罪冻结资金返还规定及实施细
则。（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晚，美国前总统乔治·赫
伯特·沃克·布什去世，享年94
岁。12月3日，中国外交部新
闻发言人耿爽在当日外交部例
行发布会上称老布什为“中国
人民的老朋友”，“为两国人民
友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老布什与中国有着难解的
缘分。1974年，时任美国总统
福特任命老布什为美国驻中国

联络处主任。老布什曾说，他
当时选择到北京，是因为新中
国正在崛起，美中关系将进入
关键时期。老布什经常与夫人
芭芭拉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
的大街小巷，被誉为“骑自行车
的大使”，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
很大努力。

1989年1月，老布什总统
宣誓就职。上台6天他就宣布
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成为上

任后最快访华的美国总统。老
布什曾多次与邓小平会面，双
方都将对方称为“老朋友”。在
卸任总统之后，他也曾多次与
中方领导人会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研究员袁征表示，老布什毫
无疑问可以被称为“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在历届美国总统里
面，老布什在对华友好上是数
一数二的。（摘编自澎湃新闻）

■国际速读

埃及女
演员穿镂空
长裙被起诉
埃及女演员
拉 尼 娅·尤
塞夫因日前
出 席 第 40
届开罗国际
电影节闭幕
式时的不恰
当 穿 着 ，已
被告上法庭，可能将要面临
长达五年的刑期。11月29
日，为期十日的开罗电影节
落下帷幕，乌拉圭影片《地
牢回忆》获得最高荣誉金字
塔奖。但就在颁奖仪式之
前的走红毯仪式上，44 岁
的埃及本土影视演员拉尼
娅·尤塞夫身着的一条镂空
黑色长裙，经过电视转播与
社交媒体发酵，成了埃及国
民议论的焦点。最终，一群
当地律师以“有伤风化”为名
向首席检察官提出指控，要
求指控女星有罪。法院已排
定此案将于明年1月12日
开庭。（摘编自澎湃新闻）

监管与“实验室毒品”研制抢速度

缴获电信诈骗涉案资金年底集中返还

老布什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本报讯 近日，江苏淮安的吴承恩
故居纪念馆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一
段网传视频称，故居内陈设大量六小
龄童、猴王世家等展品，与吴承恩相关
的史料较少。有游客质疑：“这里到底
是吴承恩故居还是六小龄童故居？”

据吴承恩故居纪念馆官网介绍，
纪念馆由故居本体、吴承恩生平陈列
厅、玄奘纪念堂、美猴王世家艺术馆、
六小龄童工作室五个部分共同组成。
馆内占地 1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美猴王世家艺术馆占
地1350平方米。

对于网友提出的质疑，吴承恩纪

念馆工作人员表示，与六小龄童相关
的展览和吴承恩故居展有明确区分，
游客通常不会混淆。网传的六小龄童
雕塑或相关展品也均未出现在吴承恩
故居展区。纪念馆于 12 月 3 日傍晚
发布情况说明，2004年淮安楚州区政
府与六小龄童家族合作，在吴承恩故
居东侧兴建了独立的“美猴王世家艺
术馆”，六小龄童家族将四代人收藏的
数百件猴戏道具及《西游记》相关文物
艺术品无偿捐赠给艺术馆展出。六小
龄童也表示，自己不参与吴承恩故居
纪念馆的任何具体工作，而且没收过
钱。（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吴承恩故居变“六小龄童故居”？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日前审议通过《宁夏
回族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老年人患病住院期
间，子女可享受带薪陪护
假，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
过15日，非独生子女每年累
计不超过 7 日。条例还规
定，老年人可以与村（居）民
委员会、养老机构等组织或
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负有扶养义务的组织或者个
人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履行约
定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
利。（摘编自《北京晚报》）

●中国乒乓球协会12
月 1 日上午在北京天坛饭
店举行换届选举，原乒协副
主席、第九届委员会换届筹
备工作小组组长刘国梁当
选新一届乒协主席。“一个
可怕的男人回来了！”今年9
月底刘国梁“回归”担任乒协
第九届委员会换届筹备工作
小组组长时，日本《乒乓球王
国》杂志就如此惊呼道。（摘
编自《参考消息》）

■数字中国

349552人
2018 年 12 月 4 日，中

共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六周
年。据统计，党的十八大
以来，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问 题
254808 起，处理党员干部
349552 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206428 人。（摘编自

《中国纪检监察报》）

3岁
一名来自山东的 3 岁

小女孩被确诊为分泌性乳
腺癌，经江苏省人民医院专
家团队的及时诊治，效果良
好，已于 12 月 3 日痊愈出
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唐金
海教授介绍，分泌性乳腺癌
过去也称为幼年性乳腺癌，
非常罕见，此前全球仅发现
两例，这名小女孩是此型乳
腺癌中目前年龄最小的患
者。（摘编自《现代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