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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施雨岑 李洁 叶心
可）迎着春日的晨光，CA950航班稳稳降落在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4月10日，796件漂泊海外多年的中国文物
艺术品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

从在意大利的文物市场上被发现到最终“回家”，
10余年归途漫漫。如果静默的文物能“说话”，它们定
将用最大的声音“喊出”心声——回家！回家！

一批文化瑰宝一批文化瑰宝，，多年不懈追索多年不懈追索

3月23日，意大利罗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意大利总理孔特共同见证下，中意双方代表交换关
于796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的证书。

消息传回国内，63岁的张建达感慨万千。
2007年，意大利文物宪兵在巡查当地文物市场时，

发现大量疑似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次年向中
国驻意大利使馆通报其作出的暂扣决定。时任中国驻
意大利使馆文化参赞的张建达，是第一批得知线索并
跟进此事的中方工作人员。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说，当年在得知相关
信息后，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文物进出境记录核查、组
织开展文物鉴定研究，认定这批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
中国出土文物，其所有权属于中国，且均未获得合法出
境许可，因此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向意方正式提出文物
返还要求，同时提供了详细的文物鉴定意见和法律依
据报告。

在各方努力下，2014年，意大利米兰法院通过刑事
审判，确认中国政府对该批文物艺术品的所有权。

“我们得知消息后都非常兴奋，连运送它们的车都
准备就绪了。”张建达回忆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
持有人上诉，文物返还程序中止，案件转入民事审判程

序。
此后，国家文物局根据意方司法审判程序的变

化，会同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积极配合意大利司法
部门继续开展诉讼活动。在2018年11月，米兰法
院作出了将 796 件文物艺术品返还中国的最终判
决。

两大文明古国两大文明古国，，携手谱就佳话携手谱就佳话

走进 24 日亮相的“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
流失文物展”，一件件文化瑰宝，展示着中华文明的
辉煌与灿烂。

据介绍，经过鉴定，意大利返还的这批文物艺
术品主要源自我国甘肃、陕西、四川、山西、河南和
江苏等地的出土和传世文物，时代跨度从新石器时
代至民国时期，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参与鉴定工作的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
龙表示，在这批文物艺术品中，丰富多样的新石器
时代彩陶，纹饰优美多姿，为研究史前社会风貌提
供直接的物质资料；数量众多的汉代陶器，造型古
朴浑厚，是汉代辉煌灿烂文明的物证；具有代表性
的唐代骆驼俑、马俑、人物俑等，承载着古代东西方
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信息。

在很多人眼中，中意之间这次大规模流失文物
艺术品返还，并不是偶然发生。

中国和意大利同为文明古国，犹如东西方并肩
而立的巨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
的光辉篇章。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既是中意共
有的文化资源禀赋，也促使两国共同致力于文化遗
产保护。

关强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便开
始和意大利互派工作人员，就考古、文物保护、文物
科技、博物馆等方面进行交流和培训。

流失文物该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意大利
人与中国人的理解也不谋而合。

意大利福贾大学校长朱利亚诺·沃尔佩说：“尊
重国际规范以妥善处理文物归属是文明社会的标

志之一。如果一件文物是非法获得的，它必须归还它
所属的地方，不容置疑。”

而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则认
为，每一件中国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源的
组成部分，寄托着中国人民最深沉朴素的情感，不论被
非法贩运到哪里，我们都绝不放弃追索的权利。

流失文物追索流失文物追索，，依然任重道远依然任重道远

据介绍，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文物保护立法
不断完善，执法日臻严格，在保护文物安全、打击文物
犯罪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通过执法合作、外交斡旋、司法诉讼、谈判协商等
多种方式，中国成功从英国、美国、法国、丹麦、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追回 5000 余件流失文物。其中，青铜

“虎鎣”等重要文物的追索返还实践，对历史上流失文
物回归原属国这个世界难题进行了创新性求解。

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到，虽然已经
有诸多成功实践，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仍是一个将长
期存在的难题。

意大利同样曾是饱受文物流失之苦的国家。罗马
第三大学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芭芭拉·科尔泰塞认为：

“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证明它的出
处，必须有方法来证明一件文物的历史。在20世纪四
五十年代之前，这非常困难。”

关强表示，中意两国将以此次文物返还为起
点，继续加强对话协商、政策协调、执法协助，在
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领域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合
作，以文化遗产的独特力量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大
潮，以古老文明的深厚智慧协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愿景。

意返还中国文物的漫漫归途

还有什么，能比流浪多年的孩子重回母亲怀抱更
令人动容？

意大利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24日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与祖国人民“相拥”。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民
国时期，一件件文物娓娓讲述着跨越数千年的悲欢离
合，生动描绘着先人们创造的灿烂文明。没有人能否
认，这是一次美好的回归。

这是两个珍爱文明的古老国度携手谱写的胜利。
从文物宪兵的严格执法，到司法部门的秉公办案，意大
利以文明理性的姿态对待文化瑰宝，让全世界为之点
赞；从文物、外交等部门10余年来通力合作、持之以恒
不懈追索，到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日趋活跃的国际文
化交流，中国从未放弃对流失珍宝的依法所有权。

这是文明对劫掠和偷盗行为的胜利。纵观人类
历史，数不胜数的珍贵文物在战火硝烟中被劫至异
国，因盗墓者的贪婪而流离失所。这些本属于全人类

的瑰宝，在劫掠者眼中是战利品，在偷盗者手里是“摇
钱树”。只有在故国的土地上，在珍视文明的人民面
前，它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文化价值，享有最高的尊严。

这让人们看到更多文明胜利的曙光。从圆明园
青铜“虎鎣”的回归，到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
物，一件件承载民族记忆的宝贵遗产相继回家，折射
的不仅是国家治乱、民族兴衰，更彰显世界各国对执
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等文物追索方式的积极
探索，印证合作机制日趋多元成熟。

150多年前，当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大批珍贵文物
被抢劫一空后，法国作家雨果秉持正义与良心，发出
了对和平与文明的呼唤，相信总有这样的一天，被劫
夺的文物会交还给中国。而今，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
正在产生“世界回响”，更多的国家选择尊重文明，用
文明的姿态对待人类共有的财富。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施雨岑）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
者叶昊鸣）记者24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6 个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吉林、
福建、内蒙古、安徽、宁夏、海南等
省区，开展2018年度省级政府安
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考核巡查组与省区政府、相关
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汇报。各省区政
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要
按照职责分工，支持配合考核巡
查组工作，涉及自身的要主动向
前，决不允许以各种理由借口遮
掩、隐瞒、漏报有关情况。同时希
望考核巡查组严格考核，指出问
题，帮助查找不足。对于考核巡

查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涉及地
方和有关部门的要全方位、立体
化、多角度查找根源、剖析原因，
并以此次考核巡查为契机，加强
风险隐患排查，强化重点领域整
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水平。

这位负责人表示，考核巡查
组除了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外，还
将对各省市县三级政府有关部门
随机抽查、专题座谈，按照“四不
两直”原则对相关企业进行暗访
检查，了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相
关工作的部署情况。通过考核巡
查，督促地方和有关部门切实担
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的政治责任。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
者赵文君）中消协24日发布今年
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
情况分析，家用电子电器类位居
商品类投诉第一。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
商品类投诉 82866 件，其中家用
电子电器类共 22451 件，占商品
投诉总量约 27%，位居商品类投
诉第一；服装鞋帽类投诉 14308
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约17%，位居
商品类投诉第二；日用商品类、交
通工具类、房屋及建材类的投诉

量分别居第三到第五位；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服务类投诉 100006
件，其中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位
居服务类投诉第一，其次分别为
销售服务、互联网服务、电信服
务、教育培训服务。

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
情况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消
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89654
件，解决 154568 件，投诉解决率
81.5%，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3730万元。各级消协组织接待
消费者来访和咨询42万余人次。

新华社贵阳4月24日电（记
者向定杰）办事大厅排长队，找中
介交钱就能插队办“快件”？贵阳
市纪委监委日前公开了该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原主任孙元清以权谋
私典型案例。

据通报显示，去年贵阳多家
民营企业反映，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存在办事效率低、房产中介机
构收费办“快件”等问题。贵阳市
纪委监委迅速成立暗访组，对市、
区两级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及窗
口进行暗访督查。

暗访组发现，一些社会中介
人员公开拉揽办事群众，不用排
队，给钱就拿证。有的中介人员
甚至可以直接使用登记窗口的电
脑办理登记业务。在现场等待办
理抵押登记的企业家抱怨，“在这
里办业务，给中介钱 7 日内就办
成，不给钱30日都不一定办成。”

种种乱象，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调查组核实后发现，不动产
登记中心多名工作人员勾结社会
中介人员，在业务办理中收取请
托人费用插队办件。

随着调查深入，更让人意外
的违纪违法现象浮出水面：40余
名中心工作人员竟然是从一家私
营企业借用，而这家企业同时还
为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数据库技
术服务。

调查人员介绍，近年来随着
贵阳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动
产登记业务量剧增，不动产登记

中心“一把手”孙元清从中找到了
“商机”。他违规擅自从企业借用
人员到中心核心业务科室，并将
借用人员全部转为合同制工作人
员。

同时，他还指使该企业向中
心申请开展外网申报业务，获得
不动产登记系统的单独权限，以
便他可以为熟悉的房开公司提供

“私人”服务。
经查，孙元清利用职务便

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65
万余元，收受他人所送礼金共计
90余万元。2018年9月，他受到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违
纪所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
诉。

2019年1月，原贵阳市国土
资源局针对孙元清案深入开展

“一案一整改”工作，贵阳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建立完善管理制度
8项；规范登记业务系统，改用
省级不动产登记云平台；将不动
产登记9项业务办理时限调整到
当日办结，30项调整为3个工作
日办结，17项调整为5个工作日
办结。

“以前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
效率非常低，每天都有群众在抱
怨，只有给钱才办得快。现在我
们采取线上缴费、邮递发证新模
式，群众满意度逐渐提升。”办事
大厅一位工作人员说。

美好的回归，文明的胜利

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66省区省区

今年一季度家用电子电器类

位居商品类投诉第一

给中介交钱才能办“快件”

这名干部成以权谋私案例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