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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4月2日电（记者 姚兵
张雯）记者从云南省瑞丽市4月2日下午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目前，瑞丽市
定点医院收治病例病情平稳，无重症及
死亡病例。

据介绍，国家、省、州、市4级组
成的 30 名专家组及时对核酸检测阳性
人员进行了3次会诊，按照一人一方案
要求精准制定治疗方案，并结合病情发
展及时调整优化方案。瑞丽市市长尚腊
边说，对病情复杂的个别患者，连线北
京专家进行远程会诊；1名5岁儿童患
者，经专家组重点会诊，确诊为轻型；
对无症状感染者，采取服用中药增强抵
抗力和适量运动、加强营养的方式进行
诊治；对外籍患者，不分国籍、一视同
仁、竭尽全力开展会诊与救治。目前，
定点医院收治病例病情平稳，无重症及
死亡病例。

记者了解到，截至4月2日12时，瑞
丽市累计送检核酸样本309448份，已完
成检测299812份。卫生健康和公安部门
密切协作，持续组织开展流调溯源工作，
科学分析和查找感染源，累计完成流调
53 人，排查密切接触者 1196 人，次密切
接触者1638人，全部进行了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同时，公安部门对离瑞人员相关
信息进行全面推送，持续加强协调管控。

尚腊边说，为尽快在全市形成群体
免疫屏障，切实保护群众生命健康，云
南省紧急调配15.9万剂次疫苗分配给瑞
丽市，预计于4月6日前全市适宜人群
全部接种完毕。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胡浩）记者
2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保证中小学生享有
充足睡眠时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
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
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中小学生必要睡眠时
间，并为此对作业、校外培训、游戏等管理作
出规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通
知提出了3个“重要时间”：一是必要睡眠时
间。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初
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二
是学校作息时间。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

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学校不得要
求学生提前到校，有条件的应保障必要午休
时间。三是晚上就寝时间。小学生一般不晚于
21:20，初中生一般不晚于22:00，高中生一般
不晚于23:00。

他介绍，2020 年 12 月，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委托有关研究机构对10 省市开展了中小
学生学业负担监测。结果显示，小学生、初中
生平均睡眠时长分别为9.5小时和8.4小时，
不同程度存在睡眠不足问题。

“作业、校外培训、游戏都要为学生睡眠
让路。”吕玉刚说，在作业方面，小学生要在校

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中学生在校内完成大
部分书面作业，个别学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
仍未完成作业的，家长应督促按时就寝不熬
夜，确保充足睡眠。教师要对此进行针对性分
析，加强辅导，如有必要可调整作业内容和作
业量。在校外培训方面，校外线下培训结束时
间不得晚于20:30，线上直播类培训结束时间
不得晚于21:00，不得以课前预习、课后巩固、
作业练习、微信群打卡等任何形式布置作业。
各地教育部门要按照管理权限，会同相关部
门采用技术手段加强监管，确保每日22:00到
次日8:00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

新华社天津4月2日电（记者 尹思源）近
年来，“颜值经济”和“悦己消费”蓬勃增长，医
美行业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旺盛的需求不
仅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也催生了不少行业乱
象。不久前，一起制造并销售假冒“瘦脸”医美
产品的案件在天津画上句号，再次为人们敲
响了警钟。微整形缘何屡变“危整形”？医美产
品造假何时休？

仿制假药装进国外包装仿制假药装进国外包装，，身价暴涨百余倍身价暴涨百余倍

2020年2月1日，一起生产售卖假药的案
件被移送至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经过
调查人员的抽丝剥茧，一个跨越六省十地、销
售额数千万元的犯罪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杜颖介
绍，梁某原为重庆某制药公司的技术员，2009
年辞职后长期从事化妆品经营。近十年的“摸
爬滚打”，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嗅觉。2018年
初，他从同行嘴里听说
了“保妥适”。

据同行介绍，“保妥
适”是一种临床和美容
用注射药品，产自海外，主打祛皱、瘦脸，耐受
性高、稳定性强、致敏性较低，听说使用“保妥
适”很烧钱，一针就要两三千元，梁某动起了
歪脑筋。

2018年7月，通过朋友的介绍，梁某认识
了此前在生物制药公司任职的“杜博士”。经过
反复试验，打磨出一套完整的制作方法：利用
简单发酵得到菌种，用高压设备收集菌种破
菌，经过特殊处理得到目的蛋白，然后电泳系
统定量。再加入化学物质分装稀释，加盖胶塞
后放进冻干机冻干。这样，一瓶底价不足10元
的仿冒“保妥适”肉毒素冻干粉就诞生了。

调查人员发现，部分仿冒产品分销到了孙
某手中。为了以假乱真，孙某采用制装分离的
模式，将冻干粉、说明书、标签、内托、包装盒分
别寄送至仓库，由“自己人”进行包装，在外包
装上用的是“保妥适”在国外销售的版本。

除此之外，该团伙还对销售人员进行简
单的美容知识、包装工作培训，借助网络电商
平台、微信群组、参加美博会推广等，产品流

向众多“黑美容院”、个人整形工作室和广大
消费者。该产品在“黑美容院”售价普遍在
1000元以上，利润翻了百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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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博士”成功研制出仿冒“保妥适”产品
后，梁某自己进行了试用，感觉“效果和真的
一样”，就将样品发放给客户试用，收获了一
些“好评”。经过市场需求调查，“杜博士”和梁
某计划将产业做大。

为此，从2018年底开始，二人陆续在山东
日照、重庆永川、河北涿州的代工厂进行工艺
试验，前后生产了几批向外销售。但由于设备
问题产品合格率不高，且代工费高昂，于是二
人投资100万余元成立公司进行批量生产。

资金虽然到位，但人手不足的问题逐渐凸
显，“杜博士”找到从事生物医药行业的几位

“老朋友”，许诺高额报酬说服他们“技术入

股”。几人明知这是生产假药，但想想“占股分
红”带来的高额回报，还是壮起胆子干了起来。

在“杜博士”寻找上游“技术”支持时，梁
某也没闲着，从2018年底第一批仿冒产品制
成开始，他就积极拓展下游销售渠道，逐渐寻
找到几位医美行业的固定客户，并辗转联系
到孙某对产品进行分销。

为了更好地进行销售，孙某等人在山东
济宁某别墅区租用了一幢别墅当“大本营”，
并招募了多名年轻销售员向外销售。孙某向
销售员们承诺：“产品没有统一价格，大家可
以自行加价出售，差价归自己所有；你们只负
责卖产品，发货和售后都由‘公司’负责。”

销售渠道打通，几位犯罪嫌疑人有了“成
功”的错觉，但假冒产品总会露出马脚。一名
家住天津市红桥区的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减
肥产品后感到不适，怀疑买到了假药并报警。
公安机关经侦查后分别在山东济宁、湖北武
汉等多地将11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并缴
获仿冒“保妥适”“粉毒”“白毒”等进口品牌的

A型肉毒毒素5万余支。
2020年7月15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对11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提起公诉。2020年10月15日，天津市
红桥区人民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诉
讼请求，对11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医美乱象屡禁难绝医美乱象屡禁难绝 爱美更要擦亮双眼爱美更要擦亮双眼

随着科技的发展，医疗美容已经从简单
的保养变为更为复杂的手术治疗，也早已不
是明星的专属，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尝试
用医疗手段让自己变得更美。中国整形美容
行业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预测，到 2022 年，
中国整形市场规模将达到3000亿元，巨大的
市场带动了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也逐渐成
为孕育医美行业乱象的温床。

杜颖介绍，随着近年来打击力度不断加
强，医美行业制假售假手段越来越丰富，科技

含量也越来越高。在这
起案例中，研发生产团
队全部具有博士和硕
士学历，并且大多有生

物工程专业背景，有药厂研发工作经历。“这
个研制团队是非常专业的，运用了一些基因
工程方面的手段进行仿制，经过专家鉴定，药
品也有一定的瘦脸效果。”

但有效果并不意味着安全。杜颖介绍，
“杜博士”和其他研发生产人员在灌装药品时
并不能保证无菌环境，仅仅是在一间几平方
米的房间里将药粉装入西林瓶。“这样的药物
注射到身体里是有很大健康风险的。”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有严格的药品准入
机制，为了缩短研发时间、利用名牌效应，梁
某和“杜博士”选择制假售假，其根源是医美
市场蕴含的巨大商业利益。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
义认为，医美行业乱象频发说明该行业监管
仍存漏洞。他表示，仅仅依靠相关部门进行监
管还不够，需要发动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
力量，通过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来引导市场
发展方向。“行业协会能够从内部进行自我管
理，这种管理要比政府部门的监管更直接。”

教育部发文保障中小学生睡眠

云南瑞丽：

无重症及死亡病例

售价上千医美产品成本不足10元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王立
彬）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储备数量充足，
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库存量能够满足一
年以上需求。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梁彦
2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我国粮食安
全形势好主要体现为产量高、供应稳、
储备足。生产上，我国粮食已经“十七
连丰”，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6 年稳定
在1.3万亿斤以上，口粮完全自给；人
均粮食占有量470公斤以上，远远高出
国际400公斤的平均水平。储备上，我
国粮食库存数量充足，在稳定中央储备
规模同时，按产区 3 个月、销区 6 个
月、产销平衡区4.5个月的市场需求量
增加地方粮食储备规模。最低收购价、
临时收储政策等形成的政策性库存数量
也非常可观。稻谷、小麦库存量能够满
足一年以上市场消费需求，36 个大中
城市米面成品粮有 15 天以上市场需求
量储备。

梁彦强调说，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供求仍将处于一
种紧平衡态势，特别是面对复杂的国际
形势、持续增长的国内需求、地缺水少
人多的国情以及种粮比较效益低、自然
灾害多发和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等潜在
风险隐患，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
不能放松。“十四五”规划首次将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安全保障类约束性指
标予以明确，并从产购储加销环节作总
体部署，首次明确提出制定粮食安全保
障法，以法律手段强制性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对优质粮食工程、节粮减损等做
出具体规定，体现出党中央对国家粮食
安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是防范重大
风险挑战的具体体现。

我国口粮

库存能满足一年以上需求

新华社台湾花莲4月2日电（记者 吴济
海 姜婷婷）2 日，台湾开启连续 4 天清明假
期。这一天，台湾铁路却发生了四十多年来
死伤最惨重的交通事故，数十人罹难，逾百人
受伤。这一不幸事件震惊台湾社会。

上午 9 时 28 分，台铁太鲁阁号 408 次列
车行驶至花莲县境内的大清水隧道时，疑似
与自隧道附近滑落的工程车碰撞致列车出
轨。列车第3至第8车厢卡在隧道中且有变
形，伤亡惨重。

台当局交通事务主管部门消息，截至记
者发稿时，事故总共造成包含司机在内的50
人罹难。146 名乘客受轻重伤，列车中目前
已无人受困。

傍晚，记者来到事故现场时看到，列车仍
深陷在隧道中。现场已经拉起黄色警戒线不
让旁人靠近。身着橘黄色、暗红色服装的救
援人员不时分批列队进出隧道。一位从隧道
中走出来的救援人员告诉记者，有的车厢受
损变形严重，当晚怕是难以清理完毕。记者
问及车辆中是否还有受困人员，他说要由救
援现场指挥部统一发布。

罹难人员遗体已运离现场，现场并无受
难者家属，只有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据花
莲县政府消息，受伤人员被分别送至慈济医
院、门诺医院、花莲医院等医院救治。

事故消息当天上午传出后，随着伤亡人

数的不断上升，成为台湾社会最关注的事件，
给4天假期蒙上悲伤。在自台北前往花莲的
火车上，一位乘客对记者说，没想到又是台铁
发生事故，假期出行人员这么多，出轨事故让
人对交通安全更加担心。

对于事故原因，花莲县警察局表示，事故

隧道的旁边有工程进行，疑工程车未拉手刹，
停车不慎导致车辆滑落撞上列车。事发当时
工程车上没人。疑涉肇事的相关负责人已被
警方带回侦讯。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处工程
地点即位于铁路一侧的斜坡上，工地堆满了
废弃轮胎等施工设备。

台湾铁路发生惨重交通事故台湾铁路发生惨重交通事故

这是这是44月月22日拍摄的事故现场日拍摄的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