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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8月1日起施行

高中生军训不得少于7天56课时
据新华社电 近日，教育部、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印发《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
事训练教学大纲》，《教学大纲》规定，高中
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包括基本军事知
识和基本军事技能两部分，教学时间7至14
天，总计不得少于7天共56课时。其中，基本
军事知识共24课时，必训12课时、选训12
课时；基本军事技能共88课时，必训44课

时、选训44课时。《教学大纲》将于2021年8
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

《教学大纲》指出，组织学生军事训练
是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
学校)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是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总体
国家安全观，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后备
力量建设和青年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措

施。《教学大纲》是高中阶段学校组织实施
学生军事训练教学、评估检验教学质量和
督导检查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

《教学大纲》规定，高中阶段学校学
生军事训练教学内容含必训内容和选训
内容。学校要严格落实《教学大纲》，不得
减少教学内容和规定课时。鼓励学校积
极开设有关军事知识、军事技能训练教

学方面的校本课程，拓宽军事训练教学
内容。

此外，《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军事训
练教学纳入国家督导和考核评价体系，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
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细化考核评估方案，
3年为1个周期进行验收评估，充分发挥教
育考核评估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14日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应询指
出，解放军的有关
军事演训行动释放
的信号就是，我们
遏制“台独”、遏制
台美勾连的决心，
不是光嘴上说。

回答解放军军
事演训行动相关问
题时，马晓光说，表
面上看是大陆军事
演训活动有所增
多，实际上是民进
党当局和“台独”势
力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加剧造
成的。孰为因，孰为
果，大家看得很清
楚，不要倒因为果，
颠倒黑白。我们多
次表示，解放军有
关演训活动不是针
对台湾民众的，广
大台湾同胞大可不
必心存疑虑。如果
感到有什么疑虑的
话，两岸同胞就要
一致起来，共同遏
制“台独”分裂活
动。“台独”是对台
湾和平，对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对两
岸同胞共同利益的
最大威胁。遏制“台
独”，完全不必有什
么疑虑。

他还表示，两
岸关系发展跌宕起
伏，但事实证明，只
要 坚 持“ 九 二 共

识”，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发展，反之就会陷
入对抗，甚至陷入紧张动荡。从2008年到
2016年，为什么两岸开辟了和平发展局面？
就是因为在“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建立了
基本政治互信。民进党一手破坏了这样的
局面。这个是非，无论是哪个党、哪个派，都
应能切实认清。

“改善两岸关系并不难，只要民进党当
局放弃‘台独’立场，停止‘台独’活动，回到

‘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关系就
会春暖花开。”马晓光说。

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派“罗斯福”号航
母进入南海，“马斯廷”号驱逐舰还对辽宁
舰进行了近距离跟踪监视。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答问指出，当前台海局势复杂
严峻，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分裂势
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
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
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绝不为各种
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解
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演练，是针对
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
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
独”挑衅的严正回应。

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
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渲染所谓

“中国军事威胁”论调，坚决反对美方打“台
湾牌”、持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我们警告民
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倚美谋独”，甚至狂
妄地幻想“以武谋独”，就是饮鸩止渴，只会
把台湾推向灾难。

多所高校“强基计划”招生方案出炉
为减少盲目报名，今年新增考生确认环节

2021年高校“强基计划”已于日前启
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
等多所高校陆续发布了2021年“强基计
划”招生简章。

今年是“强基计划”实施的第二年，与
去年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在已发布的2021
年“强基计划”中，数学是各高校开设最多
的招生专业；其次为物理学与化学；随后
是哲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今年“强基计划”招生政策中要求在
高考后、出分前，增加“考生确认”环节。例
如北京理工大学规定6月12日至20日，报
名考生需进入系统完成确认环节，并签订

承诺书。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确
认的，视为自动放弃“强基计划”考核资
格，由此带来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杨锋表
示，确认环节是为了让考生进一步深思熟
虑，减少盲目报名。

与去年相比，部分学校招生专业也有
变化。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强基计划”
招生中，首次开放工程力学专业，武汉大学
开放了基础医学专业。山东大学本科生院
院长刘传勇介绍，山大在2021年“强基计划”
招生简章中增设了生物医学科学专业。

此外，多所高校扩大了“强基计划”的
入围比例。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从

去年的4倍入围比例，提高到今年的5倍。
重庆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等则提至6
倍比例入围。入围人数的增加，更适合高
校优中选优。对于综合素质强的考生来
说，通过校测和面试逆袭的机会将增加。

不少高校还发布了本硕博衔接培养
方案，在免试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方面优
先支持“强基计划”学生，推广本科毕业直
接攻读博士学位等。一些高校今年对于竞
赛生也给予了明确优惠。杨锋表示：“去年
是数理化的金牌、银牌加上生物信息的金
牌，今年我们统一变成了五大赛(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银牌以上都可以。”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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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毒品竟伪装成“邮票”、花瓣
2020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1911起，移诉嫌犯3871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国桐

东营破获一起走私“邮票”
LSD新型毒品案

2020年9月，济南市公安局指导章丘
公安分局经过半年多深入挖掘，打掉一
个涉及云南、重庆及山东济南、东营、淄
博的重大吸贩毒团伙，抓获涉毒违法犯罪
嫌疑人79名，缴获冰毒30克。通过顺线深
挖，今年3月15日，专案组远赴云南，抓获

“钉子”毒枭1名，缴获冰毒12 .5公斤，查扣
涉案资金180余万元、涉案车辆1部，斩断一
条由边境向山东省走私贩卖毒品的通道。

2020年下半年，在公安部禁毒局和
山东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组织指挥下，
泰安市禁毒部门深挖出一个涉及全国13
省40余市的重大制贩合成大麻素犯罪网
络，摧毁制贩毒犯罪团伙3个，抓获嫌疑
人32名，缴获合成大麻素360余公斤。

时隔一个月后，东营市公安机关联
合海关缉私部门，从一可疑快递线索入
手，成功破获一起走私“邮票”LSD（一种
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新型毒品案件，缴
获LSD毒品100张。据介绍，“LSD”毒品

“邮票”形似小型邮票、印着花花绿绿的
卡通图案，贴在舌头、皮肤上可让人产生
各种幻觉长达12小时。

以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
新型毒品致幻效果更强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政委靖涛介绍，
传统毒品一般指鸦片、海洛因等流行较
早，且从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中提取的毒
品，也称为第一代毒品。新型毒品相对传
统毒品而言，早期指冰毒、摇头丸等人工
化学合成的毒品，又称为第二代毒品。近

年来，又出现被联合国禁毒机构称为“新
精神活性物质”的第三代毒品，具有与管
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致幻、麻醉等效果，
也被称为“策划毒品”或“实验室毒品”。

目前，经常提到的新型毒品，主要是
指第三代毒品，比如喵喵(卡西酮类)、娜
塔莎(合成大麻素类)、犀牛液(色胺类)等
物质；还有一些新型毒品，比如邮票、聪
明药、开心水等，其中东营市公安机关联

合海关缉私部门破获的走私“邮票”LSD
毒品，就是新型毒品案。这些新型毒品的
内在仍然是传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毒
品，只是被制作或包装成生活中常见物
品的模样来混淆视听，例如“邮票”LSD
新型毒品的外观、大小等与邮票相似。

从全省侦破的相关案件看，邮票、犀
牛液、合成大麻素、止咳水、聪明药等新
型毒品均有所缴获，但数量较少，相对典
型的还是合成大麻素类。该类制品多以香
料、花瓣、烟草、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代表
制品包括“小树枝”“香料”“香草烟”等，致
幻效果更强，长期吸食会导致心血管系统
疾病以及精神错乱，同时也存在严重致癌
的风险。目前，全省新型毒品出现较少，侦
破的毒品案件主要以冰毒等第二代合成
毒品为主，占缴获总量的96%以上。

破获毒品犯罪案1911起
移诉毒品犯罪嫌疑人3871名

山东省禁毒办常务副主任、省公安
厅禁毒总队总队长李东明介绍，2020年
以来，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1911起，移诉
毒品犯罪嫌疑人3871名，制毒场点基本扫
除。目前，全省登记吸毒人员约11 .2万人，
其中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8 . 2万人，占比
72 . 7%；18岁以下未成年吸毒人数由最
高峰的1091人锐减至目前的29人。全省

“污水验毒”指数在全国从重到轻排第24
位，是全国毒情较轻的省份之一。

4月14日下午，山东省公安厅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新一轮禁毒人民战
争阶段性成效，以及近期全省破获的毒
品犯罪典型案件等情况。记者从发布会
上了解到，我省18岁以下未成年吸毒人
数由最高峰的1091人锐减至目前的29人。

警方缴获的毒品。

山山东东警警方方抓抓获获制制贩贩毒毒嫌嫌疑疑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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