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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 史竞男） 近日，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作出安排，中央宣传
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即日起至国庆节前，
开展“净网”集中行动，专项整治网上有害信息和
不良内容。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报指出，此次“净
网”集中行动由中央有关部门依据监管职责、任务
分工分别开展，将通力配合、集中力量、迅速行
动，重点整治网上涉历史虚无主义、涉黄涉非、涉
低俗等有害信息，深度清理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网络内容。据统计，今年以来，“扫黄打非”部
门组织开展“净网2021”等专项行动，深化对网络
直播、社交、论坛社区、网络漫画等领域的清查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5月底，监管部门累计
处置网络有害信息155万余条，取缔关闭非法网站
6400余个，查办涉网“扫黄打非”案件960起，全
国“扫黄打非”办联合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等挂
牌督办重大涉网案件70起。

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了“净网2021”专项
行动查办的首批典型案件。

——江苏灌南查办某团伙利用微信公众号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3月，根据群众举报，灌南
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进行侦办。警方分赴5省市同
步收网，成功打掉一个利用微信公众号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查获淫秽
电子书刊 200 余部，关停非法微信公众号 3000 余
个。该团伙自 2020 年以来采取散布“疫情补贴”

“节假日补贴”“海底捞红包”等谣言方式非法引
流，引导网民关注其控制的微信公众号，再通过微
信公众号传播淫秽色情小说，诱导用户充值进行非
法牟利，涉案金额2000余万元。

——上海查办“8·31”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去年 8 月，对工作中发现的数个名为“色×”

“绝×”的App可下载观看色情短视频情况，上海警
方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侦办。经查，嫌疑人黄某、郭
某等自2019年6月起，合谋开发色情App和网站，在
多地招募技术团队，先后开发上线多款色情软件，存
储在境外资源服务器上的淫秽视频多达10万余部。
警方已依法逮捕嫌疑人13名，关闭涉黄App6个，查
冻非法资金700余万元。

——山东莱西查办贺某等利用色情直播平台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1月，青岛莱西市公安机关
破获该案。经查，姜某、张某某等12名女性，先后在

“盘丝洞”“撕夜”等数个直播平台注册账户，以每分钟
1至2元的价格开展直播，并以淫秽表演、裸聊等手段
非法牟利。该网络直播团伙注册会员1万余人，资金
流水100余万元。公安机关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贺某
等14人。

——湖南绥宁查办“11·10”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案。绥宁县公安局对群众举报的“茄子短视频App涉
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线索立案侦查，今年2月，抓获
涉案人员38名。经查，“茄子短视频”App为境外某
公司创建并运营，平台注册色情主播1084人、“家族
长”30余人，营收近10亿元，净利润2.7亿余元。公安
机关查处为该色情平台提供支付服务的4家境内公

司，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追缴非法所得1700余万
元。

——湖北麻城查办“8·06”利用色情App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案。麻城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称，有一
款App冒充某短视频从事色情、赌博等非法活动。专
案组在多地开展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扣押冻
结资金300余万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贾
某、马某、刘某等注册公司，联系帮助多家境外赌博、
色情平台及诈骗团伙进行支付资金结算，从中获利。
目前，5人被逮捕，2人被刑拘，案件在进一步查办中。

——江苏无锡查办张某某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今年 2 月，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核查线
索，发现张某某开设网站发布大量汉化后的境外色
情动漫游戏，并以充值会员换积分兑换游戏的方式
进行牟利。4月20日，公安机关将其抓获，查获境
外色情动漫游戏100余部。经查，张某某在网上搭建

“心愿屋商城”网站，并组织22名翻译人员对境外
色情动漫游戏进行汉化工作，将汉化的游戏发布在
网站内供会员充值下载。该网站累计注册会员6507
名，充值140余万元，网站内发布170部境外色情动
漫游戏，下载量7万余次。

——福建建瓯办结蔡某某等人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建瓯市公安机关破获该案，查明犯罪嫌疑人
蔡某某伙同徐某某、罗某某，通过网络代理一款名
为“如钥”的淫秽视频观看网络平台，在微信群发
布平台链接，引导网民观看淫秽视频，获取该平台
返还的代理费用；同时，利用微信以每部淫秽视频4
至1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牟利。

“净网”集中行动启动！
6部门合力整治网上有害信息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通过对全国500个县集贸
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6月份第1周，全国猪肉平均
价格为29.4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4.7%，同比下
降36%。

在上海市徐汇区伊丽包子铺，早餐时刻，消费
者正在排队购买包子。店主陈先生介绍：“肉包子两
块五一个，素包子两块一个，已经大半年没有调整
过价格了。”

不只是肉包子，记者走访多家超市、便利店发
现，熟食、火腿肠、香肠等猪肉制成品价格也没有
随着此轮肉价下跌而下调。

在上海一家家乐福超市，重量为320克的金锣肉
粒多香肠售价为16.8元，400克的双汇王中王优级火
腿肠售价为13.8元。导购员王春霞说，这些产品近期
均未进行价格调整。从销量上来看，也基本保持平
稳。

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有投资者向双汇发
展提问：生猪价格今年大幅下跌，对企业产品成本
和售价有什么影响？双汇发展回复：猪价下降有利
于屠宰业和肉制品降低成本。生鲜产品的价格会随
行就市，包装肉制品的价格相对稳定。

“超市里的优质五花肉，去年最高到过三十七八
块钱一斤，现在降了十多块钱。为啥火腿肠、熟食

价格没有降呢？”68岁的上海市民赵先生有些不解。
对此，部分商户、企业表示，主要是出于分摊

前期成本、保持终端价格稳定等方面的考虑。
——分摊前期成本。伊丽包子铺店主陈先生

说，他的包子铺每天要采购猪肉40斤左右，采购价
格已从前期高点的每斤二十六七元，降到如今的每
斤十八元左右。“肉价高的时候，肉包子也卖两块
五。那时没有涨价，现在也不会降价。”

陈先生告诉记者，肉价高时，他所经营的店铺
大约有三个月，卖肉包子不赚钱甚至每个要亏损0.1
元左右，如今可把之前的损失弥补回来。

——保持价格稳定、维护品牌形象。在武汉一
家中百超市的冰冻区，重量为720克的韭菜猪肉、荠
菜猪肉等馅料水饺售价均为每袋24.9元。导购吴小
姐说，她常年负责速冻食品区域，很少有因肉价变
化而导致水饺价格变动的情况出现。“如果今天涨、
明天降，消费者会觉得你家的产品是不是有问题，
反而不会买。”

一家生产火腿肠的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保持终端价格基本稳定，对于维护企业品牌形
象有重要作用。“以火腿肠为例，如果价格调整过于
频繁，会对经销商体系产生一定冲击，不利于最终
销售业绩。”

——价格不降，但会采取促销措施向消费者让
利。一家连锁熟食企业高管告诉记者，该企业用量
比较大的是猪头肉、猪蹄和猪耳朵等原料，近两年
价格保持平稳。“一方面，我们和上游的新希望、温
氏等养殖企业有长期合作关系，采购价格并不像市
场波动那样剧烈。另一方面，在肉价大幅下降的情
况，我们的熟食产品虽然不降价，但会采取会员八
八折优惠，特定日期买三送一等促销措施，向消费
者让利。”

由于猪肉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影响
较大，各方对此高度关注。相比之下，肉制品价格
基本属于市场定价，政府干预较少。

开源证券分析师黄子航说，食品企业在定价策
略方面，有的基于成本定价，有的则基于需求定
价。“所以，原料价格的下跌并不一定导致制成品价
格下调。当然，猪肉价格如果保持稳定，对下游行
业来说也是有利的。”

农业农村部近期表示，未来将引导区域科学规
划生猪养殖布局，加强生猪产销规划衔接。鼓励探
索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
猪生产，并推进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

（参与采写 桑彤 周念坤）
（新华社上海6月8日电）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肉制品“走”向何方？
□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杨有宗

6 月 8 日，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马尔马
拉海岸，参与清理行动的
潜水员调查水下情况。

土耳其8日启动清理
行动，清除马尔马拉海面
被称为“海鼻涕”的黏
液。近日，一层厚厚的黏
液大量浮现马尔马拉海沿
岸，并有蔓延趋势，对海
洋生态构成严重威胁。这
些黏液俗称“海鼻涕”，
是浮游生物包括藻类释放
出的胶状物质。

新华社发（奥斯曼·
厄尔萨尔 摄）

土耳其启动行动
清理“海鼻涕”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水利部8日公布近期组织
完成的2020年度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2020
年我国水土流失状况继续呈现面积和强度“双下
降”、水蚀和风蚀“双减少”态势，生态环境状况持
续向好。

监测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269.27
万平方公里，较2019年减少 1.81万平方公里，减幅
0.67%。与上世纪80年代监测的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最
高值相比，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97.76万平方公
里。

全国的水土流失面积中，水力侵蚀面积为112万
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41.59%，较2019年减
少 1.47 万平方公里，减幅 1.3%；风力侵蚀面积为
157.27万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58.41%，较
2019年减少0.34万平方公里，减幅0.21%。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较上世纪80年代减少近百万平方公里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 彭韵佳）国家医保局、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2021年继续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根据通知，2021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30
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58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40
元，达到每人每年320元。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三重保障制度衔接，充分发挥综合保障功能。抓好高
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落实，健全重特大疾
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通知明确，巩固拓展医保脱贫成果，逐步实现由集中
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统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制度常态化保障平稳过渡。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
保持医疗保障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分类落实好脱贫人
口各项医疗保障待遇。

同时，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常态化开展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不断提高居民医保基金
使用效率。推动DRG和DIP试点城市实际付费，健全谈判药
品落地监测机制。做好国家组织药品耗材集采落地实施，
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

2021年继续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新华社上海6月9日电（记者 贾远琨）记者从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8日10时，满载100
个标箱茶叶及茶系列产品的X9216次“春力号”嵊州茶叶
专列，从义乌西站鸣笛启程，驶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
什干。这是长三角首趟茶叶专列。

多年来，茶企出口运输方式以海运为主。受疫情影
响，近来海运滞后、“一箱难求”等因素导致外销茶叶积
压，茶企外贸经营受到一定影响。

中欧班列的开行解了运茶之急。长三角铁路部门经
过市场调研和运力调配，为外贸企业量身制定了首趟跨
境茶叶专列运输方案。长三角首趟茶叶专列的开行，为
茶叶外贸出口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陆路物流通道，更多的
优质茶叶将跟随“钢铁驼队”走出国门。

长三角首趟茶叶专列搭上中欧班列

新华社伦敦6月8日电（记者 张家伟）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8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具有高眼压遗传倾向的人，如
果每天摄入较多咖啡因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患病风险。

青光眼和眼压高有密切的关联。美国芒特西奈伊坎
医学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分析了咖啡因摄
入对青光眼以及眼压的影响，研究成果已刊登在最新一期
《眼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选取超过12万名年龄
在39至 73岁之间的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在2006年至
2010年间的相关健康记录和脱氧核糖核酸样本。这其中
包括他们每天通过饮品和食物摄入咖啡因的量以及青光
眼家族病史等情况。

结果显示，较高的咖啡因摄入量总体上与高眼压或青
光眼患病风险几乎没有关联，但对于有明显高眼压遗传倾
向的研究对象，较大量的咖啡因摄入与青光眼疾病风险升
高具有关联性。

数据表明，有明显高眼压遗传倾向的人群中，每日咖啡
因摄入量高于480毫克的人青光眼患病风险比每日摄入量
低于80毫克的人高1.3倍；相比没有高眼压遗传倾向且几乎
不摄入咖啡因的人，有明显高眼压遗传倾向的人群中每日咖
啡因摄入量高于321毫克的人患青光眼风险高3.9倍。

报告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的安东尼·卡瓦贾博士
说，从研究结果来看那些在遗传上具有较高青光眼患病风
险的人如果能控制咖啡因摄入或许会带来助益。

每天摄入较多咖啡因可能让
部 分 人 青 光 眼 风 险 上 升

新华社圣保罗6月8日电（记者 宫若涵）巴西卫生部8
日公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24小时内巴西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52911例，累计确诊17037129例；新增死亡病例2378
例，累计死亡476792例。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巴西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数排在全球第三，低于美国和印度；累计死亡病
例数排在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

巴西主流媒体根据各州卫生厅数据统计得出，在截至8
日的一周内，巴西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为58990例，比
两周前的数据下降了10%；平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为1714
例，比两周前的数据下降了6%。截至8日20时，巴西全国已
有超过5095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约占总人口的
24%；有超过2330万人接种两剂疫苗，约占总人口的11%。

对于巴西即将于6月13日至7月10日举办美洲杯足球
赛一事，巴西卫生部长凯罗加8日表示，比赛期间球迷不会
入场观看，因此不会出现人群聚集，人们感染新冠病毒的风
险不会变得更高。但也有医学专家警告称，巴西或将迎来新
冠疫情的第三波高峰。

巴西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1700万例

新华社莫斯科6月9日电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梁赞
州一家医院9日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3人死亡、8人受
伤，另有35人被疏散。

据当地紧急情况部门消息，该医院位于梁赞州梁赞
市，紧急情况部门于当日凌晨3时36分接到医院火警电
话，消防员赶到医院后于4时19分将大火扑灭。经确认，
死者为正在住院治疗的新冠病人，8名伤者已送医救治。

有关部门正在就火灾原因进行调查，火灾可能因医疗仪
器短路引起。

俄罗斯梁赞州一医院发生火灾致3死8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