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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11月7日电 （记
者 杨帆）7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王某某等人走私芬太尼案件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宣判结束后，国家
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邢台举行新闻发
布会，国家禁毒办副主任于海斌通报了
王某某等人走私芬太尼等毒品案的具
体案情和中美两国禁毒执法部门合作
打击芬太尼类物质情况。

于海斌介绍，2017年12月，在公
安部禁毒局的精心组织协调下，在上

海、江苏等省市的大力协助配合下，河
北省邢台市公安局抽调百余名精干警
力，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侦查，辗转行
程上万公里，从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海
关执法局驻广州办公室通报的一个电
话号码入手，抽丝剥茧，顺线延伸侦查，
成功破获王某某等人走私芬太尼等毒
品案，先后抓获或审查违法犯罪嫌疑人
20余名，捣毁芬太尼加工窝点1个、销
售网点2个，缴获芬太尼11.9公斤、阿
普唑仑等其他毒品19.1公斤，全链条

摧毁了一个非法加工、贩卖、走私芬太
尼等毒品的犯罪团伙。

为牟取暴利，根据美国买家需求，
王某某从刘某、蒋某某处购买其非法加
工的芬太尼、阿普唑仑等毒品，通过国
际快递走私出境。该案的成功宣判特
别是对主犯刘某、蒋某某、杨某、王某某
等人的依法审判，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
严惩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立场和决心，
体现了中国政府一贯秉承的对毒品犯
罪“零容忍”态度。

此案是中美两国联合成功破获的
第一起芬太尼走私案件。侦办中，中
国公安部禁毒局与美国国土安全部移
民海关执法局始终保持密切沟通协
作，及时分享情报信息和交换证据材
料。此案的成功侦破，充分体现了中
美两国禁毒执法部门良好的合作关
系，展现了两国禁毒执法部门合力打击
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和高超的侦查技
巧，并为今后更广泛的执法合作积累
了经验。

中美两国联合成功破获首起芬太尼走私案件
全链条摧毁一犯罪团伙、缴获芬太尼11.9公斤

据新华社石家庄11月7日电 （记
者 杨帆）7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
人刘勇、蒋菊华贩卖、制造毒品，被告人
王凤玺、夏增玺等7人贩卖毒品一案依
法公开宣判。该院一审判决刘勇犯贩
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5月，被告人蒋菊华与被告人
刘勇共谋，由刘勇根据蒋菊华提供的芬
太尼CAS号研制出芬太尼后，再由蒋
菊华负责联系客户贩卖，蒋菊华还为刘
勇研制芬太尼提供五万元资金。2017

年10月，蒋菊华以5900元向被告人王
凤玺、夏增玺销售刘勇生产的芬太尼
285.08克。2017年12月5日，侦查机
关在刘勇常州租用的实验室查扣用于
生产芬太尼的设备、原料及生产的各种
产品；查扣刘勇在上海市租住处存放的
芬太尼 6554.6 克和其他化学品及原
料。

2016年11月以来，被告人王凤玺
和夏增玺相继成立汤神科技生物有
限公司和米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
聘被告人杨江萃、张军红、梁丁丁、于淼
等人为业务员，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
贩卖毒品。王凤玺、夏增玺先后从被
告人蒋菊华处购买前述芬太尼285.08

克、从被告人杨行处以22000元的价
格购买阿普唑仑 991.2 克，并寻找购
买呋喃芬太尼等其他毒品。案发后，
侦查机关查扣了王凤玺拟通过上海
快递邮寄的芬太尼211.69克、呋喃芬
太尼25.30克、阿普唑仑991.2克等毒
品；从杨江萃处查扣了王凤玺存放的
剩余芬太尼 73.39 克、呋喃芬太尼
14.23克等毒品；从杨行住处查扣阿普
唑仑6717.4克。

综上，被告人刘勇、蒋菊华共同贩
卖、制造芬太尼11857.48克、去甲西泮
3383.16克、地西泮41.9克、阿普唑仑
5012.96克。被告人王凤玺和夏增玺
共同贩卖芬太尼285.08克、呋喃芬太

尼39.53克、阿普唑仑991.2克、3,4-亚
甲二氧基乙卡西酮1920.12克、4-氯甲
卡西酮8.33克。被告人杨行贩卖阿普
唑仑7708.6克。

该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勇犯贩卖、
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被告人蒋菊华犯贩卖、制造毒品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该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凤玺犯贩
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
人夏增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其余被告人均
被判处有期徒刑，对各被告人的违法所
得，依法追缴。

被告人近亲属、媒体记者和社会各
界群众旁听了庭审。

刘勇等九被告人贩卖、制造芬太尼毒品案一审宣判

万盛万盛

▲11月7日，万盛青山湖秋色美不胜收。
特约摄影 曹永龙

新华社昆明 11 月 7 日电 （记者
罗沙 王研）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
孙小果再审案件于2019年10月14日
开庭审理后，11月6日至7日，云南省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孙小果
等13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等犯罪一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孙小果于1994年、1997年因犯罪
两次被判刑，特别是1997年犯强奸罪、
故意伤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寻衅滋
事罪，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孙小
果出狱后，网罗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
散人员，以昆明市五华区国防路的昆都
M2酒吧为依托，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
孙小果为组织者、领导者，顾宏斌、曹
靖、栾皓程、杨朝光为积极参加者，冯俊
逸、赵捷、王子谦等人为其他参加者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寻
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斗殴、
妨害作证、行贿等犯罪及其他违法行为，
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管理秩序。

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
加诉讼。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事
实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2名鉴定人
出庭作证，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曹靖、
王子谦等4人当庭认罪认罚。法庭依法
保障了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部分被告人家属、媒体记
者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审理。

记者同时获悉，11月6日，玉溪市
江川区人民法院对江川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的李爽等22名涉孙小果案被告人
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
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意伤害
罪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孙小果出狱后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公开开庭审理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正在研究解除美国禽肉对华
出口限制事宜。

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正在研究
解除美国禽肉对华出口限制事宜

又见红叶时
秋色美如画

梁平梁平

▼10 月 28 日，梁平区双桂湖国家湿
地公园，乌桕树叶由黄变红。

通讯员 高小华 摄

2019年7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重庆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时发现，重庆大足区在玉滩湖良
好湖泊保护工作中搞变通、打折扣，导
致玉滩湖水质长期得不到改善，至今达
不到国家良好湖泊保护目标要求。督
察组同时指出了大足区在玉滩湖生态
环境保护中存在治污项目建设打折扣、
污水处理能力缺口大、违法侵占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落实区域限批要求不
严4项主要问题。

近4个月来，大足区委、区政府抓
好生态环保突出问题整改，督促各责任
单位加大整改力度，着力整改玉滩湖水
质长期得不到改善问题，玉滩湖水质有
所改善，自8月份以来已达到Ⅲ类水
质。

实施污水处理设施提标升级改造
整改治污建设项目打折扣问题

大足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针
对督察组提出的“治污项目建设打折
扣”的问题，大足区计划实施城区污水
处理厂三期扩建，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
3万吨。

目前，该项目相关手续已完善，计
划将于近期动工。

此外，大足区还将实施龙水污水处
理厂提标升级改造工程。该工程完成
后，龙水污水处理厂COD、总磷等主要
出水水质指标将达地表水准Ⅳ类要
求。目前，设计单位编制的技术方案和
概算已经双方股东确定并达成一致意
见；“大足区龙水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工程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办理完
成，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市水务
集团正在审核初设概算；施工单位已进
场，正在进行施工板房搭建等施工前准
备工作。

在此基础上，大足区将于2019年
11月30日前，完成濑溪河流域内30座
农村居民集中点污水处理站升级改
造。目前已完成珠溪熊家坪、高坪镇冒
咕村等2座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其余
28座村级污水处理站完成土建招投标
并已全部进场施工建设。

新建、扩容污水处理厂
解决污水处理能力缺口大问题

针对督察组提出的“污水处理能力
缺口大”问题，大足区计划于2019年
12月 20日前，完成濑溪河流域内三
驱、季家、高升、龙石、高坪、玉龙6座镇
级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

目前，高坪镇、龙石镇污水处理厂
扩容改造已完成；三驱镇污水处理厂正
在进行土建、管道和设备安装，累计完
成治理任务的90%；高升镇污水处理
厂土建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
管道安装，累计完成治理任务的85%；
季家镇污水处理厂正在进行清水联动
调试，累计完成治理任务的95%；玉龙
镇污水处理厂土建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成，正在进行管道、设备安装，累计完成
治理任务的90%。

在新建污水处理厂方面，大足区将
在2019年12月20日前完成新建设的
铁山双河社区污水处理厂、宝顶镇香山
社区污水处理厂的设备调试，进行试运
行。

目前，铁山双河社区污水处理厂已
完成厂区内原构筑物拆除、格栅池基坑
开挖；400吨一体化污水处理临时设施
安装完成，运行正常。宝顶镇香山社区
污水处理厂已完成调节池底板垫层混
凝土浇筑，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管沟开
挖；150吨一体化污水处理临时设施安
装完成，运行正常。

大足区还将新建成剩余27个农村
居民聚集点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目
前已完成20个农村居民污水处理一体
化设施建设（龙岗街道美铭山庄已接入
城区主管网，19 个点完成一体化设施

建设并试运行调试）。剩余7个点中，
有3个点正在进行设备安装，2个点完
成设备箱体吊装；2个点完成设备用房
建设。

此外，大足区将在2019年12月31
日前，建设完成二三级管网261.626千
米，其中大足城区57.4千米、龙水城区
22.8千米、20个镇街23.8千米。目前，
大足城区累计完成27.93千米管网建
设；龙水城区累计完成29.53千米二三
级管网建设；20个场镇累计完成9.154
千米二三级管网建设。

截至目前，大足区已完成102个入
河排污口截污纳管整治。

拆除饮用水源地内违法建筑
严格按照区域限批要求进行审批

针对督察组提出的“违法侵占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问题，大足区已于
8月31日完成了玉滩湖饮用水源地内
的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

针对督察组提出的“落实区域限批
要求不严”问题，大足区已对限批期间
审批的49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是否排放总磷进行重新评价或评
审，针对总磷增加污染治理设施。

大足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这
49 个项目中，涉及玉滩湖流域项目
32个，其中民生项目1个，环保项目1个，
需整改的项目30个（生产废水排放项目
4 个、生活污水排放项目 26 个）。9月
16日，30个涉磷项目已经完成专家审
核，并出具意见。

下一步，大足区将严格按照区域限
批要求进行审批，严禁引进、批准涉磷
项目。

大足着力整改玉滩湖水质长期得不到改善问题

玉滩湖水质有所改善 8月以来达到Ⅲ类水质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周传勇

▲10月29日，巫溪红池坝景区，落叶松色彩斑斓，秋色
迷人。 通讯员 王强 摄

巫溪巫溪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资工作的决策部
署，结合我国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特点、新挑战，以激发市场活力、
提振投资信心为出发点，以保障外商投
资企业国民待遇为重点，以打造公开、
透明、可预期的外商投资环境为着力
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做
好利用外资工作。《意见》提出了4个方
面共20条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对外开放。继续压减全
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全面清理取消未纳入负面清单
的限制措施，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优化
汽车领域外资政策，营造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大投资促进力度。优化外

商投资企业科技创新服务，提升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水平，提升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放平台引资质量，在中西部
地区优先增设一批综合保税区。

三是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降低
资金跨境使用成本，提高外籍人员来华
工作便利度，优化外资项目规划用地审
批程序。

四是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全
面贯彻外商投资法，建立健全外商投资
企业投诉受理机构，强化监管政策执行
规范性，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透明
度，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重要作用，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鼓励外商
投资企业参与我国医疗器械、食品药品
等标准制定，保障供应商依法平等参与
政府采购。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当前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
的重要意义，提高站位，主动作为，务求
实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国务院印发《意见》

20条措施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实习生
刘玉娇）11月 7日，2019CFA中国之
队·永川国际女足锦标赛在永川开幕。
在当日举行的第二场比赛中，中国女足
凭借着王霜梅开二度，2∶0战胜新西兰
女足。

本场比赛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

大量启用新人，球队首发11人中，只有
4人进入了2019女足世界杯名单。

在当天稍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中，
巴西女足4∶0战胜了加拿大队。按照
赛程，11月10日，中国队将和巴西队
进行冠、亚军争夺，而加拿大队将和新
西兰队进行三、四名比拼。

中国女足2∶0战胜新西兰队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
生 李宁）作为2019重庆演出公司“戏
剧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陈佩斯担任
导演和主演的喜剧《戏台》将于11月8
号、11月9号在国泰艺术中心精彩上
演。11月7日，陈佩斯喜剧作品展演《戏
台》媒体见面会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举
行，创作人员围绕《戏台》本身和如何创
作喜剧等话题，与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

《戏台》由毓钺担当编剧、陈佩斯担
当导演和主演。《戏台》把舞台进行了
180度的大翻转，浓缩社会百态的后台

成了真正的前台，而舞台上的大戏则成
了幕后部分。该剧于2015年7月首次
登上舞台后，获得了业内人士及普通观
众的交口称赞，被誉为“当代舞台喜剧
的又一座高峰”。在见面会上，陈佩斯
表示，和之前的场次一样，此次在重庆
表演的《戏台》会加入很多重庆本土的
元素，至于是什么，现在还不能透露。

据悉，而从今年11月到2020年1
月，陈佩斯的另三部作品——《老宅》
《托儿》《阳台》也会陆续在重庆国泰艺
术中心和重庆涪陵大剧院上演。

陈佩斯携《戏台》来渝展演
喜剧里增加了重庆元素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徐露颖于
7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第
六届区议会选举候选人何君尧被刺事
件发表谈话，对有关暴行表示极大愤慨
和强烈谴责，呼吁依法严惩暴力活动。

徐露颖说，11月6日上午，何君尧
议员在香港屯门参加区议会选举宣传
活动时，遭到一名假扮支持者的男子突
然袭击。该凶徒以利刃直刺何君尧胸
部，手法凶残，场面惊悚，导致何君尧左
胸被刺伤，其两名同事也被利刃割伤。
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谋杀爱国爱
港区议会候选人的行为令人震惊，不仅
是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
也是赤裸裸的选举暴力。我们对此表
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对何君尧议员
及其同事表示深切慰问。

徐露颖表示，连日来，少数暴徒除
继续实施堵路、纵火、袭警等暴力活动
外，还对在港中资企业打砸毁烧，暴力

冲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围殴和侮辱持
不同意见的路人，大肆破坏爱国爱港议
员办事处和开展竞选活动的街站，对爱
国爱港候选人、助选团队和支持选民进
行滋扰、恐吓。现在更是变本加厉，直
接对旗帜鲜明反对暴力的爱国爱港议
员行凶伤害，意图威胁和恐吓爱国爱港
参选人及其支持者，制造“寒蝉效应”，
以此影响区议会选举结果，达到夺权的
政治目的。

徐露颖表示，极端暴力活动是任何
社会都绝不能容忍、绝不可姑息的。正
如习近平主席和韩正副总理日前会见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时所强调的，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
任务。我们希望香港行政、立法、司法
机关共同担负起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
活动的责任，希望香港各界人士进一步
凝聚反暴力、护法治、保稳定的正能
量。香港的选举必须在公平、公正、安
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
对何君尧被刺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11月5日，在巫山县神女景区呈现
出“满山红叶似彩霞”的美丽画卷。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巫山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