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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神奇剪刀”之称的基因编辑技术被视作攻克人类绝症的利器。10日，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的最新成果，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杨
辉团队及其合作者开发出一种编辑效果更精准的“安全剪刀”——ABE（F148A），
缩短了攻克罕见病的临床试验时间。 （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开发出基因编辑“安全剪刀”瞄准攻克罕见病

转入地下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快读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大楼所在的金钟
地区12日发生骚乱。立法会主席决
定取消原定在当天召开的审议《逃犯
条例》修订草案会议，重新开会时间将
另作通知。

特区立法会原定12日11时开会
审议《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但因示
威者在周边区域阻占道路，聚众滋事，
暴力冲击警方防线，开会时间宣布推
迟。后来立法会在下午发出通知称，
立法会主席决定当天的会议不再举
行，待决定重新开会时间后再作通知。

特区政府发言人当天表示，金钟

一带发生骚乱，示威者严重堵塞主要
交通干道，造成极大不便。不少示威
者使用很危险的武器，暴力已达危险
程度。他们不断冲击警务人员，情况
越趋混乱。

特区政府呼吁在场人士为自身安
全着想立刻离开，其他人士也切勿到
金钟一带。发言人劝喻占据马路的示
威者立即让出若干条行车线，让紧急
车辆通过，使交通尽早恢复正常。

发言人说，香港市民有表达意见
的权利和集会的自由，但示威者应遵
守香港法律和社会秩序，保持冷静、克
制，尽早和平散去，不要以身试法。当
有违法行为发生时，警方会采取适当

的措施来处理。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当天下午表示，警方一直采取克制容
忍的态度，但示威者不断使用铁栏杆、
砖头等冲击警方防线。警方严厉谴责
暴徒不负责任的行为。

香港警方重申，绝不容许破坏公共
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警方会果断
执法，恢复社会秩序，保障公众安全。

当天晚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向全港市民发表电视讲话，强烈谴
责破坏社会安宁、罔顾法纪的暴动行
为，希望社会尽快恢复秩序，呼吁所有
热爱香港这个地方的市民大众远离暴
力。

香港金钟一带发生骚乱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推迟审议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
陈炜伟 申铖）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
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
百分点。

5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当月，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上涨5.8%，影响CPI上
涨约1.69个百分点。其中，鲜果价格
同 比 上 涨 26.7% ，鲜 菜 价 格 上 涨
13.3%，畜肉类价格上涨12.5%（猪肉

价格上涨 18.2%），鸡蛋价格上涨
8.7%，水产品价格下降0.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
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
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6%、
2.5%和2.1%，居住、衣着、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分别上涨1.8%、1.7%和1%；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0.9%。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5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

据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建议提出
以来，得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广大市
民期待特区立法会能如期完成修例，
堵塞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
堂”“避罪港湾”。中央政府对于特区
修例也予以坚定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此次修例的目
的是处理去年发生在台湾的谋杀案，
同时堵塞香港整体刑事事宜协作制度
方面的漏洞。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已多
次强调，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香
港特区政府推进修例工作。修订《逃
犯条例》可以建立地区间的司法协助
关系，也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义，更
是维护香港法治核心价值和巩固提升
香港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举措。

2018年2月，香港一名男子在台
湾杀害女友抛尸后潜逃回港。警方破
案后，因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签订刑
事司法协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协议，该
男子无法被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
事件凸显出香港法律上的漏洞，除了
不能够彰显公义，不能够纾解死者家
属的悲痛外，也使严重罪犯可潜伏在
香港，威胁其他市民的人身安全。特
区政府提出修例建议，既有法理依据
又有现实迫切需要。

为了争取社会支持，过去4个月
来，特区政府就修订《逃犯条例》广泛
聆听社会各界意见，对多项建议作出
正面回应。特区政府尊重民意、依法
办事、积极推进修订《逃犯条例》，并开
展广泛咨询，获得主流民意支持。

由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保公义
撑修例大联盟”4月16日发起支持修
例联署活动。联署活动官方网站显
示，截至6月12日12时，参与网上联
署的市民人数已经接近90万人。

大联盟召集人黄英豪表示，这一
数字显示，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的建议得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广大
市民期待特区政府排除干扰，如期完
成修例，堵塞法律漏洞，维护法治和公
义，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

针对外部势力对特区修例的粗暴干
预，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晋江社团总会等
多个团体发起抗议行动。香港主要政治
团体民建联12日下午到美国驻香港总
领馆请愿，强烈反对美国干预中国内
政。民建联表示，此次修例属于香港特
区事务，但是美国在修例过程中多次干
预。香港特区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国
家对香港享有完整的主权，不容许任何
外部势力插手香港特区内部事务。

在本次修例方面，特区政府保安

局在有关建议的咨询期间，收到约
4500份意见，当中约三分之二支持有
关建议。此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
议3月26日通过向立法会提交《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
（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于3月
29日在宪报刊登，于4月3日在立法会
进行首读及二读。特区立法会原定于
6月12日11时举行会议，开展《逃犯
条例》修订草案审议工作，但因示威人
群在立法会附近占据道路、聚众滋事，
暴力冲击警察防线，会议被迫取消。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
市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和集会的自
由，但示威者应遵守香港法律和社会
秩序，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和平散去，
不要以身试法。当有违法行为发生
时，警方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处理。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当天下午表示，警方一直采取克制容
忍的态度，但示威者不断使用铁栏杆、
砖头等冲击警方防线。警方严厉谴责
暴徒不负责任的行为，逼不得已时会
采取果断行动，以适当武力控制情况。

香港警方重申，绝不容许破坏公
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警方会果
断执法，恢复社会秩序，保障公众安
全。

香港主流民意支持特区修订《逃犯条例》
避免香港成“逃犯天堂”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
刘欢 查文晔）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1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用
四句话形容就是：为一己之私，阻两岸
交流，害百业凋敝，损万众福祉。

有记者问：继阻挠台湾学生参加中
国科协发起的港澳台青年交流“玉山计
划”后，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清查到大陆
工作的科研人员。请问发言人有何评
论？安峰山作了上述回应。

安峰山指出，大陆方面一直积极为
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创造更好
条件，造福台湾同胞。而民进党当局却
编造各种理由，不断从中作梗，处处设
置障碍，甚至肆意罗织罪名威胁和恫
吓，这是站在台湾同胞的对立面，损害
台湾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阻碍台
湾同胞实现自身更大更好发展，只会进
一步损害台湾同胞利益。

他表示，民进党当局现在最害怕的
就是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和民众交流
交往，因为两岸民众走近走好、相互增
进了解、增加理解和融洽亲情，就会让
他们刻意制造的两岸之间的敌意和仇
恨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会让他们为谋一
党选举利益在两岸间制造紧张对立的
图谋被戳穿和识破。

安峰山表示，为掩盖这个错误，民
进党当局就不得不去犯更多错误，一条
道走到黑，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两岸交
流合作。但心术不正，机关算尽，最终
只会害人害己，断送的不仅仅是民进党
一个党和它的当局，也许还要搭进台湾
同胞利益福祉和台湾前途未来。

有记者问：近期公安部与西班牙
警方合作集中引渡了一批台湾电信诈
骗犯罪嫌疑人至大陆，请发言人说明
有关情况。另外，台陆委会称大陆应
与台湾有关方面共同合作侦办才能瓦
解犯罪集团。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
论？

安峰山指出，西班牙有关方面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案
件。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以台湾
犯罪分子为首的电信诈骗案件频发，
两岸同胞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大陆方面坚决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罪
活动，本着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维
护司法公正、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
的立场，依法将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分
子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受到两岸同胞
高度肯定，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理解
和大力支持。到底是谁罔顾两岸同胞
权益，给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设置障碍，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国台办批台当局：

为一己之私，阻两岸交流，害百业凋敝，损万众福祉

吃了就能变聪明、无副作用、能增
加免疫力……近年来，每逢全国性各类
考试前夕，一种号称“聪明药”的药品便
在网络走俏，一些家长、学生热衷购买
服用。“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所谓

“聪明药”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类
处方药，不能随意购买。在相关部门屡
次严打之下，一些药商转入地下，通过
电商平台、社交媒体隐蔽销售。

长期服用有诸多副作用

在网络上，“聪明药”销售火爆，高
峰期甚至出现断货。“平时利他林通常
每粒卖16至30元不等，但在特殊时段
很难买到，于是有人乘机抬高价格，最
多能卖到一粒100多元。”一位买家告
诉记者。

成都家长秦女士的儿子备战高考，
情绪有些焦虑。秦女士听说一种“聪明
药”可以提高孩子智力，就去网上买了
给孩子服用。

记者调查发现，吃“聪明药”的人群
中，有的是面临高考、考研等重要考试
的学生；有的是职场人士，长期熬夜，工
作压力大，想通过药物补充精力，提高
效率。

不少吃过“聪明药”的人说，吃药后
短期内精神集中度会提高，不容易分
神。“吃了药后连续学三四个小时都不
会累，不知不觉做完了很多事情。”北京
一名大学生告诉记者。

吃了药真的会变“聪明”吗？秦女

士告诉记者，刚开始吃药后效果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的精力却很难再集
中了，昏昏欲睡，总想吃药。

胡月月是西南一所高校外国语学
院的研究生，考研前压力大，她听同学
介绍，服用了一周“聪明药”。“每天一
粒，一开始好像很精神，但是药效过后
感觉比较疲劳、迟钝。最终也没有起什
么作用，成绩和平常差不多。”

记者了解到，所谓“聪明药”主要包
括莫达非尼、专注达、利他林、择思达、
阿莫达非尼等，在临床上属于精神类药
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学部临
床药师于磊说，这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发作性睡病等，不
会提高人的智商、智力。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治医师李伟介绍，服用此类药物短期内
会有一定的精神振奋作用，但是长期服
用可能会有心跳过快、食欲下降、失眠、
焦虑等副作用，甚至引起成瘾症状。为
解除压力服用这类药品属于饮鸩止渴。

线上药房销售随意，社交
媒体“人肉代购”

于磊介绍，这类药物都属于国家严

格管控的精神类药品，必须由专科医师
开具特定的处方才能购买使用。但记
者调查发现，一些线上药房销售十分随
意。

记者搜索发现，京东大药房、健客、
1药网等网络售药平台均有择思达在
销售，平台都注明“购买时需要提交纸
质版或电子版的医生处方”。记者在网
上下载了一张问诊单，上传到京东大药
房和健客。

京东大药房的客服打来电话，告诉
记者提交的问诊单无效，必须要处方笺
才可以。记者说没有纸质版处方签，客
服说可以通过其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开
具电子处方笺。记者随后联系了互联
网医院的医生，医生没有询问症状，只
问了需要的药品名称和剂量，就开具了
电子处方笺。

健客标注了“会在2小时内和下单
者核对相关信息”，但记者并未接到任
何电话就通过了审核，收到下单成功的
短信通知。

此外，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也很容
易买到“聪明药”。记者以“聪明药”“专
注力”等为关键词搜索，在闲鱼上找到
了不少相关商品。

一位名为“米花力”的闲鱼平台卖

家挂出“聪明的一休药盒转让”信息，仅
一小时就有16名买家标记“想要”。记
者联系卖家，对方通过微信发来一张利
他林价目表，显示有瑞士、美国等国生
产的药品，价格不一。这名卖家说，每
年各种重大考试前买家会比较多，5月
中旬到了一批瑞士版利他林，现在库存
已所剩不多。

据记者调查，通过QQ、微信等社
交媒体进行交易的也不在少数。QQ
上一名卖家透露，网上卖药的基本分两
类，一类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自
己能开到药，按市场价卖给其他人赚差
价；另一类是代理商，除了从患者手里
拿药，他们还会找境外的一些药厂和医
院购买。“国外管理没有国内严，我的药
都是找代购‘人肉’背回来的。”

对涉事网络平台要追责，
保障在线处方真实性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显
示，利他林、莫达非尼均属于第一类精
神药品。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
营管理办法，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从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
活动。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刁雪云
说，我国禁止生产、销售假药，并明确规
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法必须
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均按假
药论处。药贩子将私自从国外购买的
利他林带回国内销售，已涉嫌构成贩卖
假药罪。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这类药品通
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情况屡禁不绝，相关
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网络监管，对涉
事平台要严肃追责。同时，社交媒体和
网络销售平台也要担负起法律和社会
责任，通过技术手段查获、拦截非法交
易。

李伟说，要严格管理、约束医生在
线开处方的权力，把处方药相关制度真
正落实到位，保障在线处方真实、合理。

于磊等专家还提醒，考生、家长、职
场人士不要盲目相信“聪明药”所宣传
的能变聪明、提高注意力的疗效，学习、
工作压力大需要科学的精神调节方式，
网络销售药品质量难以保障，随意购买
有可能造成身体损害。

（新华社成都6月12日电）

吃了就能变聪明的“神药”到底是什么药？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董小红 柯高阳 宋佳

业内人士认为，当
前，一些号称“聪明药”的
药品通过网络隐蔽销售
的情况屡禁不绝，相关部
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网
络监管，对涉事平台要严
肃追责。同时，社交媒体
和网络销售平台也要担
负起法律和社会责任，通
过技术手段查获、拦截非
法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