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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0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
论述、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
重要训词精神，庆祝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
传发布2021“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2021“最美基层民警”，
包括魏建力、闫凤冰、王永辉、程新安、隋
永辉、林志兴、李涌、杨旭恒、邱军、柳四
清、邬松君、于伍生、李振宇、王焱刚、雷
冉、狄世俊、多吉白玛、热合曼·艾海提、
周荣亮、史先强等20名当选者，以及王振
生、杨宏峰、王春昱、陈亮、王瑞芳、唐贤
权、张恒菖、陈家振、廖福来、余行江、雷俊
生、赵新录、梁维科、邓雄杰、翟进、廖洁、
刘峥等17名提名奖获得者。他们深入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长期奋战在防风险、
保安全、护稳定第一线，不忘初心、恪尽职
守，顽强拼搏、无私奉献，是全国公安队伍
在维护安全稳定斗争实践中，在党史学习
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革命性锻造中涌现
出的基层先进典型。他们中有默默无闻、
扎根群众的派出所民警；有坚毅果敢、铁
血柔情的刑侦民警和巡特警，也有攻坚克
难、开拓创新的网安、科信民警；戍边卫
国、守护国门的移民出入境民警，还有守
护百姓出行平安的交管民警、铁路民警，

以及展现中国警察风采和大国形象的维
和民警等。他们虽然岗位不同，但始终以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
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
人民安宁。他们用鲜血、汗水乃至宝贵的
生命，忠实践行着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他们的事迹感
人至深，催人奋进，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
献的良好形象。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物
访谈、云连线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
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央
宣传部、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为他们颁
发“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
要论述、重要训词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以“最美基层民警”为榜样，牢记初
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着力锻造“三个绝对”“四个铁一
般”高素质公安铁军，忠实履行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发布
2021“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新华社记者 傅云威 宿亮

日前，有美国媒体宣称，中国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积极研发
芯片，有可能“拖累创新速度、破坏全球贸易、让世界变得更贫困”云云。

如此逻辑错乱，如此颠倒黑白，看来真有必要帮美国某些人整理整
理“脑回路”，让世人认清其“西方中心论”“美国优先论”的真实嘴脸。

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其科技霸权，不择手段打压特定外国企业，迄今
已将数百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动辄切断中国科技企业供
应链，干扰科技企业正常的投融资活动。

中国加快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合乎经济规
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可以说，美方的“经济霸凌”“技术封
锁”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本已在途的创新发展进程，促使更多企业和机构
沉下心来搞基础性研究、原创性突破。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这是主要大国科技发展的普遍规律，”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指出，“即便没有美方制裁，中国也会搞自主创
新，强化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主创新，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不论是中国创新，还是美国创
新，都是人类创新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交流互鉴是其中应有之义。

多年来，中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已与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 200
个，对世界科技创新贡献率不断提高。

中国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交流相结合，得到了全球市场“真金白银”
的认可。去年前 11个月，中国吸引外资突破 1万亿元，超 2020年全年规
模，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大增19.3%。

实践证明，中国坚持创新发展，有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有助于打破
关键技术由少数国家垄断的局面。不仅有效对冲了美方“技术封锁”“脱
钩断链”的逆流，也让世界分享了中国创新发展红利。

中国创新发展具有强大外溢效应。在肯尼亚，中国支持建设的国家光纤
骨干网项目推动当地信息通讯产业跨越式发展；在孟加拉国，政府技术网络
三期项目大幅促进当地高速网络延伸；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区，
基于北斗系统的土地测绘、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成功实施……

疫情挑战下，得益于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新冠疫苗，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中国自主创新，必将做大各国共同发展的蛋糕，让各国市场主体更多分
享中外技术双向交流、合作共赢的红利。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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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全国共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500
万件，处置淫秽色情、凶杀暴力以及宣扬
历史虚无主义等网络有害不良信息
1900 余万条，查办案件 1.3 万起……
2021 年，全国“扫黄打非”战线重拳出
击，聚焦重点难点、狠抓专项整治，依法
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出版传播行为，全面
扫除网上网下文化垃圾，积极营造风清
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

着力维护文化安全
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良好环境，

是“扫黄打非”全年工作主线。回顾
2021年，各地各部门提早部署、迅速行
动，严格日常管理，强化市场监管，及
时收缴非法有害出版物，坚决处置网
上有害信息，成效显著。全国累计收
缴有害图书等 350 余万件；全面清理
历史虚无主义信息，查删相关有害信
息620余万条。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与公安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版权局等联合挂牌
督办大案要案374起，有力推进重点难
点案件查办。

各地查处一批非法出版、传播有害
信息的大案要案。如，山东查办一起制
售非法出版物案，查明犯罪团伙累计涉
案金额7亿余元；四川破获一起销售有
害出版物案，查获非法电子出版物500

余万种。
深入治理网络空间
网络是“扫黄打非”主战场。
各地各部门紧盯网络直播、音视

频、社交平台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
“净网”“护苗”“清朗”等系列专项行动
和专项整治。

去年6月至10月，中央六部门扎实
开展“净网”集中行动，进一步清理涉黄
涉非等有害信息和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网络内容，处置淫秽色情低俗等
有害信息1000余万条，查办案件2012
起。

针对贩卖网络色情信息出现产业
化、专业化现象，各级“扫黄打非”部门采
取有力措施，坚决果断打击网络违法犯
罪行为。

在查办案件同时，坚持打击与治理
并重，中央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等
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促进网络直播行业规
范发展。

针对社交平台评论区一度成为色情
引流重灾区、搜索引擎引流淫秽色情网
站以及网络游戏、网络文学领域违法违
规等问题，“扫黄打非”部门深入开展专
项治理，进行全链条打击，封堵非法下载
站点，行政处罚一批游戏运营企业、网络
文学平台等。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网
站企业，严格处置处罚，责令全面整改并
公开曝光。

坚决保护未成年人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是“扫黄打

非”工作的重要职责。
突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扫黄

打非”部门合力开展“护苗2021”专项行
动。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安排，推进“饭
圈”乱象整治，大力清查校园周边文化市
场、涉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坚决打击非法
有害少儿出版物和信息，受到社会各界
特别是广大家长好评。

对危害未成年人成长权益的犯罪行
为保持“零容忍”。网上“儿童邪典”视频
出现反弹后，相关部门快速反应，清理相
关有害视频、图片信息等4万余个（张），
删除相关链接8万余条，行政处罚一批
违规网络平台。浙江、山东、福建等地行
政处罚多个涉案网站和个人，坚决遏制
有害文化向未成年人渗透。

为破解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难题，“扫
黄打非”部门大力配合管理部门加强对
网络企业落实防沉迷措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北京、上海对不履行实名验证的网
络游戏运营商作出行政处罚。江苏加大
对非法出租出售游戏账号行为的打击力
度，查办南京“9·30”非法出租游戏账号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0余名。

各地各部门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调
动各方力量组建“护苗联盟”，广泛开展

“绿书签”“开学季”“网络安全进课堂”等
宣传活动10万余场，建立各类“护苗”工
作站5.3万个，凝聚全社会保护合力，积

极引导广大青少年热爱阅读、文明上网。
有力规范行业秩序
弘扬新风正气，必须持续打击歪风

邪气，推动相关行业规范发展。
“秋风2021”专项行动中，不断打击

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和侵权盗版行
为，有力规范和维护新闻出版传播秩
序。各地共收缴非法报刊 19万余件。
山西查办太原“6·11”非法经营案，打掉
一个编印非法期刊犯罪团伙，涉案金额
600余万元；查办吕梁“12·17”自媒体敲
诈勒索案，抓获8名通过自媒体实施敲
诈勒索活动人员，涉案金额40余万元。

各地坚决有力打击侵权盗版活动。
辽宁、山东等地及时查办相关侵犯著作
权案件5起，保障了党史学习教育指定
用书正常发行秩序。河南查办开封“2·
21”制售侵权盗版教辅案，打掉非法窝点
6处，涉案金额7000余万元。

全国“扫黄打非”办指导地方严惩网
络侵权盗版行为，查办涉电商平台网店
销售盗版图书案件45起，督促平台加强
内容安全管理，优化举报受理流程，扩充
审核巡查队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此外，各地“扫黄打非”部门积极创
新，强化“扫黄打非”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融媒体中心等平台结合融入。各
地纷纷组织志愿者、信息员、“五老”义务
监督员等队伍，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扫
黄打非”工作的生动局面，基层文化环境
日益清朗。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举 旗 亮 剑 激 浊 扬 清
——2021年“扫黄打非”工作综述

新华社北京 1月 10 日电 （记者
史竞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10日公
布 2021 年度“扫黄打非”工作十大数
据。2020年，各地“扫黄打非”部门紧紧
围绕工作主线，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效果导向，以专项行动为抓手，统筹
网上清理和网下打击、专项整治和日常
监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
取得显著成效。

1500万件——全国共收缴各类非
法出版物1500万件，文化市场环境进一
步净化。

1900万条——全国共处置淫秽色
情等各类有害信息约1900万条，网络空
间进一步清朗。

11万个——各地“扫黄打非”部门
开展“净网”集中行动，着重清理网络直
播、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社交、弹窗
广告5个领域的网络有害信息，共取缔
关闭违法网站11万余个。

1.3 万起——全年共查处“扫黄打
非”相关案件1.3万余起，其中网络案件
4500余起，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活动。

374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联合相关部门挂牌督办重点案件 374
起，有力推动了重点难点案件查办。

380万件——全国共收缴非法有害
少儿出版物和侵权盗版教材教辅约380
万件，“护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有
害少儿出版物取得良好成效。

7亿元——山东破获枣庄“12·3”制
售非法出版物案，抓获涉案人员 50余
名，累计涉案金额7亿元，是近年来国内
破获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制售非法及侵
权盗版出版物牟利案。

1300万条——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指导各互联网公司处置有害信息约
1300万条，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果
更加明显。

12万场——在“护苗2021”专项行
动中，各地“扫黄打非”办积极开展“绿书
签行动”，全年累计举办各类宣传活动12
万场，为“护苗”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5.3万个——全国各地“扫黄打非”
部门累计新建“护苗”工作站5.3万个，并
广泛开展宣传和志愿服务，及时发现上
报线索，推动“护苗”工作扎根基层、取得
实效。

2021年“扫黄打非”十大数据发布

新华社北京 1月 10 日电 （记者
史竞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10日公
布2021年“扫黄打非”十大案件，涉及网
络传播淫秽物品、制售非法出版物、假记
者敲诈勒索、侵权盗版、侵犯未成年人权
益等类型。据统计，过去一年，全国共查
办“扫黄打非”案件1.3万余起，其中刑事
案件近1900起，刑事处罚4070人。

——河南周口“魅爱”网络直播平台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2021年 10月，
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办转办线索，周口
市公安局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件。经查，2020年10月以来，犯罪嫌疑
人利用聚合类软件在境外搭建“魅爱”等
黄赌网络直播平台，非法牟取利益。目
前，包括平台开发、运维客服、代收代付、
推广代理、黄赌主播在内的771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浙江杭州“黄瓜视频”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案。2021年 11月，杭州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件，抓获平台博主、家族长、主播、技
术支持、第四方支付等犯罪嫌疑人260
名。经查，“黄瓜视频”App通过付费点
播淫秽视频、淫秽直播表演非法牟利3
亿余元。目前，1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批准逮捕。

——上海浦东“青山汉化组”等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2021年8月，上海市
公安局浦东分局破获一起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件。经查，王某等犯罪嫌疑人组
建“青山汉化组”“大帝国汉化组”“超能
汉化组”等多个汉化组，从欧美、日本、俄
罗斯等境外网站获取大量淫秽游戏进行
专业破解、转译，通过社交软件招募会员
玩家，以互联网分享方式向玩家提供淫
秽游戏下载，目标受众为广大青少年学
生群体，涉案金额310余万元。目前，6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9人被取
保候审。

——广州“5·06”重特大走私淫秽
物品案。2021年 11月，广州海关缉私
局破获一起重特大走私淫秽物品案件。
经查，2020年以来，以杜某为首的走私
揽货团伙大肆走私来自境外的淫秽物
品、非法出版物。海关总署缉私局部署
31个直属海关缉私局对通关、揽货、货
主等实施全链条集中收网，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91名，现场查扣涉嫌淫秽书籍约
25万册、非法出版物约28万册。

——山东枣庄“12·03”制售非法出
版物案。2021年上半年，枣庄市公安局
破获一起制售非法出版物案件，打掉一
个专业制售非法出版物及盗版书籍的犯
罪集团，查明涉案金额7亿余元，非法获
利3200余万元。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

犯罪嫌疑人 126 名，打掉制售窝点 27
处，查扣印刷设备131套，收缴非法出版
物10万余册、侵权电子书20TB。

——安徽蚌埠“4·25”制售非法出
版物案。2021年4月，蚌埠市怀远县公
安局、文化执法等部门破获一起制售非
法出版物案件。经查，宋某某等犯罪嫌
疑人以牟利为目的，委托胡某某等人印
刷制作非法出版物，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累计制售非法出版物69种、10万余册，
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5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抓获。

——江苏徐州成某某等人侵犯著作
权案。2021年3月，徐州市公安局鼓楼
分局破获一起侵犯著作权案件。经查，
该案出版物的电子版来源于高校图书
馆，犯罪嫌疑人成某某通过论坛等渠道
搜集部分高校图书馆的账号密码，登录
后使用采集软件批量下载馆藏电子书
378万余种，廖某某向其购买后转卖给
邹某等人，邹某等人印刷后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牟利。目前，15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抓获。

——山西朔州“12·22”假记者敲诈
勒索案。2020年 12月，朔州市公安局
破获一起假记者敲诈勒索案件。经查，
2012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师某以其注册
的公司为依托，成立“法制与监察杂志

社”，自建“法制与监察”“法制与反腐”
“法制观天下”等6家网站，伙同他人假
冒新闻工作者收集企事业单位负面信
息，以公开报道为由，有组织地实施敲诈
勒索和强迫交易等犯罪活动，作案70余
起，非法获利220余万元。目前，15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逮捕。

——江苏南京“9·30”非法出租游
戏账号案。2021年8月，南京市公安局
建邺分局破获一起非法租售网络游戏账
号案件。经查，犯罪嫌疑人蒋某雇佣多
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经非法渠道
搜集多款游戏账号，采取非法技术手段
将400余个游戏账号通过成年人实名验
证后，向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网民出租
牟利，涉案金额300余万元，涉公民个人
信息6万余条。目前，47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抓获。

——北京某科技公司传播含有危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
和网络信息案。2021年9月，北京市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在工作中发现，某
科技公司经营的视听平台向用户提供含
有宣扬淫秽色情内容的广播剧、动画片、
电视剧。2021年 11月，北京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总队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
该公司作出警告、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
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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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日，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队的两架
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警旗在黄浦江上空巡
游。当日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多地开展包
括警务装备展示、安全知识宣传、主题教育等在
内的活动庆祝警察节。 新华社发

庆祝警察节

1月10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一幼儿园的老师在指导小朋友辨识熬
制腊八粥的食材。当日是农历腊月初八，是中国传统的“腊八节”，人们有在这一天
喝腊八粥的习俗。 新华社发

腊八到 粥飘香

1月10日，在D84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上，大凉山彝族歌手在表演节目。1月10日
11时10分，D843次复兴号动车组沿新成昆铁路从西昌西站驶往昆明，这是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开行的首趟复兴号动车组。目前，新成昆铁路昆明至攀枝花段、攀枝花至西
昌段已陆续开通，剩余的冕宁至峨眉段正加紧施工，全线通车后将向北衔接成兰铁路等，
串起丝绸之路经我国西北、成渝、云南直达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高铁新格局，驱动我
国西南基础薄弱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复兴号开进大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