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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5月14日电（记者吴光
于 王迪）13日清晨，51岁的某色达体比
往常起得早些。阳光斜斜地照进他家
——一个坐落在海拔1700米的半山台
地上的小院，钻进了门缝，照亮黑洞洞
的堂屋。

扫净了火塘中的灰烬，轻轻拉上院
门，他走出几步后又回头看了一眼100
多岁的老屋。

今天，他和妻子就要搬家了，离开
这个位于中国西部山区、被称为“悬崖
村”的地方。在 65 公里外新修的安置
小区里，他们将加入来自 92 个偏远山
村的上万居民群体，在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昭觉县的县城开始新生活。

这个规模浩大的搬迁工程是中国
实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目标的关键
举措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
示，过去五年里中国易地搬迁了近1000
万贫困人口。他们原本生活在交通不
便的荒山或者是高寒、荒漠化和地方病
多发的地区。

某色达体所在的“悬崖村”的正式
名称是阿土列尔村，是一个以彝族人口
为主的村子。村民一度需要徒手攀爬
由藤条和木棒组成的简陋梯子，横跨落
差近1000米的悬崖绝壁，才能走到最近

的公路，到达学校、卫生院或者市场。
四年前，一个中国摄影师在这里拍

下了十几个本地学生结队攀爬“天梯”的
照片，让阿土列尔村“悬崖村”的称号传
遍全国，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

为了改善“悬崖村”艰难的出行条
件，凉山州和昭觉县共拨款100万元，将
藤梯升级为钢梯。总重量 120 吨的
6000多根钢管由村民一步一步背上山，
最终搭起了宽1.5米、总长2.8公里的钢
铁天梯。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阿土列尔村覆
盖了手机信号，开通了无人机邮路。这
里还开通了中国移动的5G信号，以便
通过固定摄像头向感兴趣的公众实时
直播这里的状况。

即便如此，交通问题依然难解，这
也是为何政府仍然决心帮助贫困村民
搬下山的原因。钢梯很多路段的宽度
不到半个脚掌，钢梯之间空空荡荡，旁
边就是万丈悬崖。

山脚下，一名20多岁、骑着摩托车
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和女友从附近的
雷波县专程赶来参观，山上山下往返一
共用了6个小时。

某色达体100平方米的新家位于一
栋新修的6层居民楼里。他只花了1万

元，建造房屋的其他费用全部由政
府补贴。领了钥匙之后，他又领了
政府免费给贫困户提供的钢制衣
柜、钢制碗柜、一套钢制桌椅以及
大小两张床，并找人帮忙一起抬到
了新家。

据了解，待群众入住后，安置
点将根据贫困户的技能需求开展
培训，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等政策，
帮助贫困户通过土地、林地等资源
参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贫困群
众得到更多收益。同时，在搬离的
土地上，政府将大力发展马铃薯、
苦荞、燕麦等特色产业，引进项目、
资金、技术进行深加工，拓展产业
链，促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悬崖村”老屋中，家人的照片
和女儿的奖状依然挂在墙上。“等
安顿好了新家，我还会回来。”某色

达体说。
和其他迁入新居的1.8万多名村民

一样，某色达体仍然需要适应从农村到
城镇生活的巨大改变。不能再自给自
足，所有的蔬菜粮食都要从市场上购
买。家门口没有了土地，他们得琢磨如
何找到一份工作。

“一方面，搬迁能够提供更多的减
贫机会，缩短了与富裕地区的差距，村
民将更充分地参与分享经济发展带来
的好处；另一方面，搬迁也让村民生计
有了变化，对新生活、新工作需要更多
的适应、认同与融入。”西南财经大学中
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伍骏骞说。

某色达体已经有了计划。他在考
虑向村集体租用土地的方式，和妻子轮
流回到村里搞民宿接待。

去年，阿土列尔村迎来了近 10 万
名游客。村民通过开办小卖部、接待食
宿和售卖蜂蜜、青花椒、脐橙等方式获
得近百万元收入。

在最近开展的脱贫验收预评估中，
“悬崖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
近 9000 元，其中 84 户贫困户的人均年
收入超过了 6000 元，已远高于脱贫标
准。

中国“悬崖村”贫困群众迁入现代新居

湖南彻查“蛋白固体饮料”事件

四川大凉山告别天梯与悬崖四川大凉山告别天梯与悬崖。。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 摄摄

新华社电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省永兴县爱婴坊
母婴店将一款蛋白固体饮料冒充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销售给牛奶过敏儿童，虚假宣传特殊功能，涉嫌消费欺
诈。部分婴幼儿服用后出现营养不良等症状。市场监管
总局高度重视，责成湖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商家进
行彻查，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已对涉事母婴店进行全面调查已对涉事母婴店进行全面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固体饮料是普通食品，不是婴幼
儿配方乳粉，更不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其蛋白质和
营养素含量远低于婴幼儿配方乳粉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

根据食品安全法，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属于特殊食品，在我国实行严格注册管理和出厂
批批检验，质量安全有保障。消费者选购婴幼儿食品，要
注意查看标签标识，选购合适的产品。

记者14日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湖南省人民政
府对媒体报道的永兴县“蛋白固体饮料”事件高度重视，
已责成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郴州市等组成调查组对
涉事商家彻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并及
时向社会公布。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5名家长向永兴县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此前，永兴县已成立工作专班，对涉事母婴店
进行全面调查，并对购买食用该款蛋白固体饮料的婴幼
儿进行免费体检，对有症状的婴幼儿进行临床医学诊断
治疗。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选购提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选购提示

消费者应如何正确选购和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别提示您。

一、什么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

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
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包括
适用于0月龄至12月龄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和
适用于1岁以上人群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我国对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实行严格的注册审批管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作用，不得宣称保健功能。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需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
导下使用。

二、如何选购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消费者应严格按照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意见选

购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购买时要看清楚产品标签标
示内容。

看产品名称。产品标签上标示的产品名称应为产
品注册批准的名称，如×××特殊医学用途全营养配方
食品（粉）、×××特殊医学用途婴儿无乳糖配方食品
（粉）、×××特殊医学用途婴儿氨基酸配方食品（粉）
等。

看产品注册信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必须经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注册。合法的产品标签上会标
注产品注册号，格式为“国食注字TY+8位数字”。还可
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的“服务”板块中的

“特殊食品信息查询”中查询核实已获批的注册产品信
息。没有标注产品注册号的或者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
千万不要购买。

看适宜人群。合法正规产品标签中应明确标注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类别和适用人群。如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的类别（适用人群）有：无乳糖或低乳糖配
方（乳糖不耐受婴儿）、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过敏
高风险婴儿）、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或氨基酸配方（食物
蛋白过敏婴儿）、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早产/低出
生体重儿）、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氨基酸代谢障碍婴儿）
和母乳营养补充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

看贮存条件和保质期。产品标签上都会标注产品贮
存条件，特别是提示开封后贮存条件。消费者要根据家
庭所能具备的贮存条件购买相应产品。要购买保质期内
产品，优先选择生产日期距购买日期较近的产品。

三、如何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重要的事情重复讲，消费者不能自行决定购买使用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
指导下使用。购买产品后要重点阅读掌握标签上标示
的食用方法和使用说明，了解如果配置和使用不当可能
引起的健康危害警示说明。使用过程中如出现不适症
状，或未达到预期效果，应及时向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
咨询。

四、什么是固体饮料？如何区分固体饮料和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

固体饮料是用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等加工制成
的粉末状、颗粒状或块状，供冲调或冲泡饮用的普通食
品。其产品配方、生产工艺、标签和说明书等不需要产品
注册审批，不能为特殊医学状况人群提供营养支持，不能
标示适用人群，也不需要在医生和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
用。如果用固体饮料替代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长期食
用，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熊
丰）记者 14 日从公安部获悉，日前，在
公安部组织指挥下，黑龙江、广东两地
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成功破获一起
特大伪造货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名，捣毁1个大型印制假币窝点和1个
假币专用纸张储藏窝点，现场缴获2005
版百元面额假人民币成品4.22亿元，查
扣制作假币纸张6吨，缴获大批制假设
备及原材料。该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单案缴获假人民币数量最多的案件，涉
案假币全部被现场查获，无一流入市
场。

去年年底，广东省公安厅经侦部门
在工作中发现一条假币犯罪线索，经初

步侦查并分析研判，认为犯罪嫌疑人郑
某、刘某仔等人存在从广东前往黑龙江
设点印制假币的重大嫌疑，且案件规模
大，涉案人员多。

鉴于案情复杂重大，广东省公安厅
迅速将案件情况上报。公安部经侦局
随即成立联合专案组，并多次组织召开
专题会议，部署集中力量，全力攻坚破
案。经过近3个月缜密侦查，专案组准
确锁定了造假窝点和储藏窝点位置，查
明了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
等情况。日前，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
黑龙江、广东两地警方同时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将 16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归案，成功破获案件。

经审讯查明，郑某、范某洲、陈某秋
和李某霞系该犯罪团伙主要“股东”，刘
某仔、卢某城等人系技术员，谭某超系
窝点场主。2019年底，该团伙在广东购
买印刷设备、油墨耗材、特殊纸张等物
资并运往黑龙江，随后开始印制假币。
截至被公安机关现场抓获时，该团伙共
印制 2005 版百元面额假人民币成品
4.22亿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
将加强与人民银行等职能部门协作配
合，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源头管控
和综合治理，持续强化打击整治力度，
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管理秩序和货
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白
阳）记者14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获悉，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研究起草
中，目前草案稿已经形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
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制定修改网络安全法、民法总
则、刑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对个人
信息权益、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个人信

息安全保护措施等做出规定，不断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个人信息的收
集、应用更加广泛，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的任务更加艰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安排，从
201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
同中央网信办，在认真总结网络安全法

等法律实施经验、深入研究个人信息利
用和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借鉴有关国家
和地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抓紧开展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研究起草工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个人信息保护
法草案稿已经形成，根据各方面意见进
一步完善后，将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工作安排，争取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缴获假人民币数量最多案件告破

缴获假人民币4.22亿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研究起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