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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5日讯 记者顾阳
报道：“3月30日，海关破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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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全国打击走私
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胡伟说。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国海关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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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海关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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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
计，全国海关在各类监管现场共查发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1870起，总重量103.4
吨。其中，查发象牙及其制品785 起，
共5323件、总重量306.8千克。

胡伟表示，海关对象牙等濒危物种
及其制品走私“零容忍”，严厉打击犯
罪，严密口岸监管，严格布控查缉，确保
象牙贸易禁令有效落地、生态文明建设
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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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象牙等濒危
物种及其制品走私虽然得到一定程度
的遏制，但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在高额利
润的驱使下铤而走险，妄图通过不断变
换作案手法，逃避监管和法律的制裁。”

胡伟表示，海关总署将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
最有力的措施，持续严打严管象牙等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坚决斩断走私链
条，做到锲而不舍、一以贯之。

据悉，海关将把打击象牙等濒危物
种及其制品走私作为“国门利剑2019”
联合专项行动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
打击力度。坚持专项打击、分散打击、
滚动打击相结合，对象牙等濒危物种及

其制品走私实施全链条高压严打。同
时，加大对口岸等查获的携带、邮寄象
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行政案件的惩
处力度，切实增强执法威慑力。

在严密正面监管上，海关将强化风
险分析，加强对重点来源地、中转地、消
费地进境货物分析监控，有针对性地加
大对高风险企业、伪瞒报夹藏高风险货
物的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强智能审图等
高新技术装备的应用力度，加大走私高
发渠道和地区监管查验力度，特别是重
点加强货运、旅检、邮件快件、边民互市
等渠道查缉，提升监管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深化综合治理上，海关将推动地
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深化边境一线封堵
治理，实施联查联控，严密封堵偷运走
私通道。强化部门执法联动，加强市场
流通领域清查整治，坚决取缔象牙等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非法交易。鼓励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举报象牙等濒危物种
及其制品走私活动，对查证属实的，给
予奖励。

“中国海关还将积极参加和倡议发
起国际联合执法行动，与各国和地区执
法部门形成打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走私的合力。”胡伟表示，将按照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确定的
有关原则，加强与走私来源地、中转地
和消费地海关等部门的执法合作，通过
打团伙、摧网络，合力斩断象牙等濒危
物种及其制品走私的境内外犯罪链条。

海关破获近年来最大规模象牙走私案
今年以来查获各类濒危动植物500.5吨

“1·17”特大象牙走私案现场，黄埔海关缉私人员正在对查获的象牙进行
清点。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5 日电 近
期，公安部连续两次专题调度，部署全
国公安机关与海关缉私部门联手开展
打击整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
私活动，实现侦破一批重特大案件，严
惩一批违法犯罪嫌疑人，整治一批重点
地区，达到强化行业日常管理、提升综
合治理水平的目标。

2016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
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要求自2018年
1月1日起全面停止加工销售象牙及制

品活动，全面禁止商业性象牙交易行
为。全国公安机关以践行我国这一庄
严承诺为使命，与海关缉私部门对走私
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违法犯罪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持续开展专项打击和常态化整治。
近年来，相继侦破“4·01”特大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案、“使命1901”特大走私珍贵动物、珍
贵动物制品案等一系列重特大案件，严
惩了一大批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坚决
遏制此类犯罪活动的猖獗蔓延势头。

2019年1月以来，为全力侦破“1·17”
特大走私象牙案，广东省公安厅与黄埔
海关缉私局联合成立专案组，出动警力
238名，分为8个行动小组在多地同时
开展收网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20名，现场查获象牙7.48吨。

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
对阻挠海关缉私执法行为依法予以打
击。通过强化边境管控，2018 年以来
堵截查缉走私象牙制品200多件，其他
濒危物种物品830余千克。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机关将涉

嫌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外逃
犯罪嫌疑人纳入“猎狐”行动的工作重
点，全力开展境外缉捕。今年以来，公
安机关协助海关缉私部门先后从尼日
利亚缉捕并遣返“7·5”特大走私象牙
案2名红通逃犯，从越南抓获并遣返潜
逃境外长达 8 年的 1 名走私象牙犯罪
嫌疑人。近三年来，共协助全国海关缉
私部门抓获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外逃
犯罪嫌疑人18名。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公安
机关将会同海关缉私部门采取数据化作
战手段，强化部门联动和联合办案，坚持
高压严打、强化监管缉查，持续开展重点
案件督办、重点地区专项整治，集中摧毁
走私团伙组织体系、严厉惩处走私团伙
骨干人员，对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
违法犯罪活动予以歼灭式围剿，坚决夺
取联合打击整治行动的决定性胜利。

公安部联手海关总署形成打击合力——

对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活动“零容忍”

本报北京4月15日讯 记者陈果
静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
会 2019 年第一季度例会 4 月 12 日在
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
融形势。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健康发展，经济
增长保持韧性，增长动力加快转换。人
民币汇率总体稳定，金融市场预期改善，
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稳健的货币
政策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宏观杠
杆率趋于稳定，金融风险防控成效显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
升。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结构调整出现
积极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
突出矛盾，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
不确定性仍然较多。

会议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际国
内经济金融形势的边际变化，增强忧患
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逆周期调节，
进一步加强货币、财政与其他政策之间
的协调，适时预调微调，注重在稳增长的
基础上防风险。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
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
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
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
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继续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
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稳妥推进利率等
关键领域改革，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渠道。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要求，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
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努力做
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综合施策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改进小
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推动稳健货
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资本
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良性循环，促进
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进一步扩大金
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
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
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鎏金的傣族风格门楼，屋
檐下两头温厚的“大象”，大
门牌匾上书“七彩云南”，这
就是北京世园会内云南园的第
一景——吉象迎宾。

云南园是一座 3000 平方
米的多彩园林，流线型的“茶
马古道”贯穿南北，小径、
流水、山石点缀其中，吉象迎
宾、雀舞广场、茶语清心、风
花雪月、湖光山色、沁芳坪、
茶马印记、云峰飞瀑、枕峦
亭、云岭花台、樱花谷、石林
可园共“十二景”点缀其中。

穿过门廊，十二景之第
二景——雀舞广场豁然呈现
在眼前。脚下是彩色铺装拼
花的纹案，面前呈现时鲜花
卉的组景，一只灵动的绿孔
雀令人眼前一亮，彩云之南
的热情多姿扑面而来。顺着
茶马古道再往里走，其余十
景也一一呈现眼前。

北京世园会云南园项目经
理和际春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园林以云南真实自然地貌为基
础，由南向北地势渐次升高，
配之以不同特色的山川植物，
同时前中后园点缀了不同的特
色建筑。

独立展园中部的白族民
居同样设计精巧，以其院落
布 局 、 庭 院 绿 化 、 照 壁 门
楼、流檐飞阁、淡墨彩画、
精美木雕等丰富的建筑文化
为特色，承载着白族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谈起云南，茶叶自然是不
可或缺的话题。除了园区由茶
马古道串联之外，坐落在白族
民居之前的4组铜雕展示了普
洱茶的制作过程以及运茶人的
艰辛。

本次世园会对于云南园还

有 着 更 独 特 的 意 义 。 1999
年，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园艺
博览会在云南举行，时隔 20
年，云南与世园会的缘分在北
京得到了延续。和际春说，
20 年前，云南世园会上的云
南园更倾向于向外界展示云
南 的 珍 稀 植 物 ， 强 调 新 奇
感，也缺少建筑类的展示。
本次世园会，更注重把云南
的独特元素与北京的自然文
化相融合，选取的植物也是
大家最常见的。比如，楸树和
梓树这样的阔叶植物，在南方
和北方都有分布。

“为了在强调保护的同时
展示珍稀植物，相关部门在中
国馆里做了一个云南的种子
墙，墙上印有植物的图片和信
息，这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一种呼应。”和际春说。

云南和北京分布在中国的
一南一北，相距数千公里，气
候、地形、土壤等条件差距甚
大。在北京布展，对于云南而
言困难不小。“云南植物和延
庆这边的植物特性差异大，且
展期长达近半年时间，考虑到
气候变化，我们尽可能挑选适
应性更强的植物，同时会采取
一些技术保护性措施。”和际
春透露。

20 年来，世界园艺的理
念、技术和趋势不断变化，而
不变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的理念。今天，“天
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北京世园会
精神在云南园处处彰显。和际
春表示，从设计到材料供应到
施工团队再到项目管理，他们
都是提前谋划，层层把关，坚
持做到最好，一切只为呈现最
佳体验的云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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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园：

“十二景”绽放七彩云南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图为近日拍摄的北京世园会云南园大门。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去年以来，5万多个国际爱心包裹
发往尼泊尔、柬埔寨、缅甸和纳米比亚。
以熊猫为主视图的爱心包裹里有书包、
文具、美术用品、益智玩具、生活用品等，
每个价值100元，不仅品类丰富，而且实
用性很强。国际爱心包裹受到了受益
国政府、民众尤其是学校和孩子们的欢
迎。今年，国际爱心包裹项目计划发放
20万个以上包裹，未来3年，项目力争完
成100万个包裹发放。

国际爱心包裹项目是中国扶贫基
金会众多国际援助与发展项目之一。
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
表示，国际爱心包裹向受益国小学生

传递了来自中国人民的爱心，实施国
际爱心包裹项目让更多中国公众有机
会参与到国际公益项目之中，通过项
目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
通民众之间的连接，搭建了友谊之桥，
促进了民心相通。

2005年至今，中国扶贫基金会已
经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人道
主义救援和长期发展援助项目，累计
投入资金物资超过1.6亿元人民币，惠
及约 45 万人次。自“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加快了国
际化步伐，在埃塞俄比亚、苏丹、乌干
达、尼泊尔、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开展

了长期发展援助项目。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有

200多万人口。埃塞俄比亚政府重视
教育，所有公立小学不收学费，但仍有
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吃不上早餐和午
餐，学生的逃课率和辍学率非常高。
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5 年开始在埃
塞俄比亚和苏丹开展学校供餐项目，
目前在两个国家覆盖了 51 所学校共
9747名学生，为他们提供在校期间的
免费餐食。

学校供餐明显提升了出勤率，减
少了辍学率。贫困家庭的儿童会因为
免费餐食供应留在学校中，不会因为

没有饭吃上街乞讨、打工。学生的课
堂表现变好，注意力集中，成绩提高。
此外，在埃塞俄比亚，中国扶贫基金会
还向贫困学生的母亲提供了妈妈团工
作岗位，为贫困学生制作午餐，解决了
部分贫困妇女的生计。同时，通过供
餐、采购和仓库管理等工作提升了妇
女的职业技能。

中国扶贫基金会缅甸办公室的工
作主要包括公平优质教育、国际志愿服
务、水健康和卫生等。其中，缅甸胞波
助学金项目为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
的全日制在校贫困大学生提供经济资
助和成才支持，帮助其完成学业。截至
目前，项目累计支出600万元，项目受
益学生达到1300名。

缅甸教育部高等教育厅副厅长内
温乌表示，他们同中国扶贫基金会有着
良好的合作，基金会不仅在高等教育方
面给予援助，而且对缅甸的基础教育也
提供帮助，“这是为了缅甸的未来”。

中国扶贫基金会：

用 爱 心 传 递 友 谊
本报记者 廉 丹

4月15日，在老挝乌多姆赛省，中国中铁五局员工在中老铁路纳堆二号隧道口庆祝隧道贯通。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北起老中边境口岸磨丁，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414公里，其中桥梁近
62公里，总计75座隧道约198公里。工程于2016年12月全面开工，计划2021年12月建成通车。 胡 勇摄（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近日，
辽宁沈阳市优选56个境外展览项目，
开展了“2019 年沈阳名优产品‘一带
一路’海外行”活动。

“今年，我们将发挥沈阳在机械加
工、建筑材料、机器人产业等方面的优
势，重点筛选沈阳制造的品牌产品参
加展会。同时，积极向企业宣传讲解
国家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开拓‘一
带一路’海外市场，发掘企业潜力，提
升沈阳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与影响
力。”沈阳市贸促会展览部部长王晓表
示，沈阳产业资源丰富，加工优势突
出，但外贸出口薄弱，沈阳市贸促会把
促进建材、机械及农产品出口作为出
展重点工作之一。

据悉，沈阳市积极贯彻落实“一带
一路”倡议精神，于2016年推出了“沈
阳名优产品‘一带一路’海外行”出展
系列活动，组织企业赴“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参展，搭建企业对接平
台，扩大了“一带一路”朋友圈。

沈阳开展名优产品

“一带一路”海外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