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

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
收节”。

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韩长赋说，“中国农民丰收节” 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
农民设立的节日。设立这一节日将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
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地位， 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
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提升亿万
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举办一系列具有地方
特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活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他说，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地收获的时节有所
不同，但多数地方都在秋季，秋收作物是大头。兼顾南北方
把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便于城乡群众、农民群众参
与，也利于展示农业的丰收成果，包括科技成果和农民的创
造，具有鲜明的农事特点。

韩长赋说， 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 结合当地的民俗文
化、农时农事，组织开展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办好

“中国农民丰收节”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
费，形成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烈的全国性
节日氛围。 支持鼓励农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农民的节日农民乐。

宛希先：
井冈山上一尖兵

售价百余元成本仅一两元，案值16亿元！

非法保健食品如何流向全国
粉碎的药粉随意放桶里

掺淀粉直接用手抓
犯罪嫌疑人李某是这条地下产业

链的源头供货端。 在没有许可证和执
照的情况下， 她挂靠到一家药品批发
公司，购买到格列本脲、二甲双胍、硝
苯地平等西药， 并通过微信销售这些
西药。

安徽亳州人张某是李某的主要买
家之一。 张某以市场批发价从李某处
买到西药后，把收到的西药片拆开，用
粉碎机打成粉末， 再加入淀粉稀释做
成西药粉。“作业的环境很差， 加淀粉
直接用手抓， 没有任何卫生措施，家
里、仓库里放的都有粉碎机，粉碎完的
药粉直接放在地上的桶里。”办案民警
回忆现场情况时说。

据了解，此类违规添加格列本脲等
西药成分的保健食品，往往在短时间内
有明显效果。如长期大量服用，可能导致
低血糖，损害肝、肾功能，甚至导致死亡。

一种药粉多种包装
多级分销卖往全国

据了解，这一有毒、有害保健品在
全国多地销售， 它是如何从一个简陋
的小作坊跨省流通的？

警方介绍，刘某购买了相关设备并
印制名片，在郑州的药交会上发给客户，
声称自己做保健食品代加工。2016年9
月，有经销商提供多种降血糖保健食品
的包装盒，让刘某照样子做产品。刘某把
从张某处买来的原料药粉灌装进胶囊，
包装成成品卖给经销商。 刘某供称，“这

些东西里面的配方配料都是一样的，只
不过包装不一样”。

刘某发货不走快递， 直接找货车
司机送到经销商处，与买家现金交易。
刘某将这些假降糖保健食品销售给全
国各地的一级经销商， 再由他们进行
二级、三级销售。

处方药流入非法交易市场
相关部门存在监管漏洞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案中，一些药

品销售部门的监管漏洞导致大批处方
药流入非法交易市场。 药品原料供应
商李某明知去医药公司批发西药需要
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但

她都没有， 便联系上河南一家有备案
的药品销售公司， 使用对方寄来的相
关证件的复印件， 轻易地从医药公司
的销售员处买到了大量西药。

药品流通领域人士建议， 医药销
售企业要加大对下游销售商的管理，
防止出现挂靠等行为， 同时应对所销
售药品的去向进行追踪， 防止药品流
入不法商贩手中。办案民警表示，当前
各个部门已经加大对各类假保健食品
的查处力度， 当务之急是要规范保健
食品的生产和销售渠道， 积极利用各
类网络销售平台的大数据功能， 增强
对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监控能力。

（据新华社杭州6月21日电）

第3个国际瑜伽日

湘潭上演“水上瑜伽秀”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周倜）6月21日，瑜伽运动

爱好者迎来了第3个国际瑜伽日，约300名瑜伽爱好者在湘
潭市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上演“水上瑜伽秀”，形成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作为水中健身运动的一种，水中瑜伽已被认为是健康、新
颖、安全的时尚健身方式之一。活动现场，约300位男女瑜伽
爱好者齐聚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沙滩海浪区，伴随着舒缓悠扬
的音乐，在水中进行冥想、伸展、下腰动作。他们在拉伸中享受
自信，在调吸中舒展筋骨，达到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目的。

本次活动由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指导， 省健身协
会、省瑜伽专业委员会承办，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昭山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美商务部批准首批钢铁产品
“232”关税豁免申请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 美国商务部20日宣布，已

批准首批豁免美国“232”关税的钢铁产品申请。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当天批准了7家企业提出

的42项“232”关税豁免申请，涵盖从日本、瑞典、比利时、德
国和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同时，否决了11家企业提出的56
项钢铁产品“232”关税豁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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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
参评作品公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6月21日12时， 中国记协评
奖办公室在新华网、 中国记协网公示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
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参评作品（媒体融合奖项参评作品
将稍后公示）。本次公示至7月5日12时结束。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王亮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时事·体育 15

� � � � 宛 希 先 ，
1906年生，湖北黄
梅人。1925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 9月
宛希先参加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起
义部队到达三湾
后，宛希先响应毛
泽东的号召，首先

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三湾改编后，他
跟随毛泽东奔上井冈山，在实现工农武装
割据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8年4月起，宛希先任中国工农革
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10师党代
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中共茶陵县
委书记， 参与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屡建战功。在湘赣边界的武
装割据中，他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分兵向
湘南冒进的错误主张。 在保卫井冈山根
据地艰苦斗争的后期， 宛希先革命意志
坚定，经受住严峻考验，与毛泽东一起粉
碎了革命队伍内变节分子的叛变阴谋。
1929年初红4军出击赣南，他奉命留守井
冈山，在国民党军进犯、井冈山五井等军
事要地被占领的不利形势下， 任中共湘
赣边界特委常委，深入边界各地，健全和
扩大党的组织， 领导群众开展政治斗争
和经济斗争。

1930年2月24日，宛希先在江西永新
县大湾牺牲，年仅24岁。

（据新华社武汉6月21日电）

� � � �售价百余元一盒的降糖保健食品， 成本其实不超过两元。
长期大量服用会损害肝、肾功能甚至死亡。

浙江台州警方近期侦破一起特大制售假降糖保健食品
案，摧毁了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

新华社发

宛希先像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 于佳
欣）针对美国白宫6月18日声明中对中国
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指责，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21日表示， 美方指责中方盗窃
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是对历史和现
实的严重歪曲。

“美国自身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但
总是把别的国家当作自身问题的替罪
羊，对别人横加指责。”高峰在当日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

他指出，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
少外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中国企业
开展了很好的技术合作，这是典型的市场
契约行为，外国企业获得了众所周知的丰
厚回报。美方罔顾这些基本事实而指责中
国，是对产权和信用意识的否定，对契约
精神的否定，对市场规律的否定。

对于美方近日威胁对华制定2000亿
美元商品征税清单，高峰说，中方的立场
是一贯和明确的，美方这是举着贸易保护
主义大棒实施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

“美方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挑

起贸易战， 将严重破坏世界贸易秩序，
损害贸易伙伴利益，同样也会伤及其本
国企业和人民利益， 这种行为不得人
心。”他说。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21日表示， 双方一度取得成
果， 制定了十分明确的磋商路线图和时
间表。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美方反复无
常，变本加厉，挑起贸易战，中方不得不
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在处理中美经贸争端的过程中，
中方始终从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大局出
发，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推动磋商。

在5月19日华盛顿磋商共识的基础
上，双方6月初在北京就农业、能源领域
进行了具体的磋商，受到各界普遍欢迎。
双方原本约定近期就制造业和服务业进
行具体磋商， 同时就双边关注的结构性
问题进行具体的磋商。

高峰说，中方认为，双方此前的磋商
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 符合双方人民的

利益，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节奏，符
合世贸组织的原则。“美方习惯于举着大
棒谈判的手段，但这对中国不管用，这种
失去理性的行为无益于解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针对美白宫
6月18日发布的声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如果美
方出台所谓的征税清单， 采取扭曲国际
贸易的做法，导致不公平贸易，中方已做
好充分准备， 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型和
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举措， 作出强有
力的回应，坚定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针对中美经
贸争端未来如何发展的提问， 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21日表示， 美方的反复无
常，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无论美方态度
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坦然应对。

高峰在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
们将按照既定的节奏，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把我
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发展潜力巨
大，我们对此充满自信。”高峰说。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21日说，我们注意到美国内对
美政府单边征税措施的强烈担忧，反对人
数不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希望美方
正视各界呼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美政府宣布单边征税措施后，首
先是利益直接相关的美国商会和行业协
会纷纷表态，金融业、农业、制造业都强
烈反对， 一些对国际贸易深有研究的专
家学者也都发声反对。 近来在美国政界
也已经听到明显的不同声音。 国际社会
普遍担忧，强烈反对。

他指出，美方出尔反尔的举动，不仅
使中方和国际社会感到失望， 美国国内
也有强烈的反对声音。 美方的单边保护
主义措施， 最终将损害美国的企业、工
人、农民的利益，损害世界经济利益，反
对的声音将进一步扩大， 希望美方正视
各界呼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针对美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挑起贸易战，我商务部表示：

无论美方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坦然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