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 2019年3月25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王红卫 美编：孙发强A02

新华社法国尼斯 3 月 24 日电
（记者潘洁）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
达法国尼斯，随后乘车前往摩纳哥，
开始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中午12时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尼斯机场。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受到摩纳哥政府首脑、国
务大臣泰尔，摩纳哥对外关系与合作

大臣托内利热情迎接。法国外长勒
德里昂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彭
丽媛沿红地毯前行，礼兵分列红地毯
两侧，行注目礼。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法国大使兼驻摩纳哥大
使翟隽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意大利的国
事访问后前往摩纳哥的。在结束摩
纳哥之行后，习近平还将在尼斯开始
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法国尼斯
前往摩纳哥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意大利巴勒莫3月23日
电（记者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平
23日在巴勒莫会见意大利西西里大
区主席穆苏梅奇。西西里大区议会
主席、省督、巴勒莫市长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听取了有关西西里历史、

人文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介绍，以
及西西里地区同中国的经贸、人文交
往情况。习近平指出，西西里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物产丰富，希望西西里
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扩大对华合
作。我这次访问意大利期间，中意双

方签署了有关西西里产柑橘输华的
协议，欢迎西西里加大对华优质农产
品出口。中国愿同西西里加强投资、
旅游领域合作。

穆苏梅奇表示，热烈欢迎习近
平主席到访西西里。西西里同中国

的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曾是
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西西里人
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作为地中海
上重要岛屿，西西里有得天独厚的
发展优势，愿密切同中国在农业、旅
游等领域合作，成为“一带一路”重

要一站。
彭丽媛、丁薛祥、杨洁篪、王毅、

何立峰等出席活动。
习近平是在结束罗马行程后抵

达巴勒莫访问的。离开罗马时，意大
利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会见意大利西西里大区主席穆苏梅奇

新华社罗马3月23日电（记者
郝薇薇 孙浩 李洁）古朴浑厚的马家
窑文化红陶罐，线条流畅的汉代茧形
壶，形制完整的唐代武士立俑，独特
雅致的宋代黑釉瓷，刻画精细的清末
至民国紫砂壶……长期在海外漂泊
的 796 件套中国文物即将踏上“回
家”路。

3月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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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套中国流
失文物艺术品返还的证书。这是近
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
返还，开创了中意两国文化遗产合作
的新里程，更为国际合作开展流失文

物追索返还树立了新的范例。
据介绍，2007年，意大利文物宪

兵在本国文物市场查获一批疑似非
法流失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随即启
动国内司法审判程序。中国国家文物
局得知相关信息后，立即对接意大利
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开展流失文物的
追索返还工作。历经10余年漫长追
索，2019年年初，意大利法院最终作
出向中方返还796件套文物艺术品的
判决。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社会文物处
处长吴旻告诉记者，中方将立刻与意
大利文物宪兵进行具体对接，启动文
物回运的相关工作。这次“回家”的

796件套文物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
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民国时期，
器物种类多样，保存状况较为完好，总
体价值很高，是中国历史各时期生产
生活场景、精神生活面貌、文明发展进
程的实物见证。

“今天是一个盛大的节日，796件
套中国文物将返还给中国人民。我们
期待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在北京举办专
题展览，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珍贵文
物。”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旅游部部长阿
尔贝托·博尼索利说。

除了此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物
返还，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意期间，中意
双方还签署了多份有关文化遗产的合

作文件，包括关于防止文物非法进出
境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世界文化遗产
地结对的谅解备忘录。

中意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物大
国。作为拥有最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地的国家，双方在文物保护
修复以及打击文物犯罪等领域保持长
期合作。近年来，中意两国在“一带一
路”合作框架下，在文物展览、文物保
护修复和文物国际合作中不断扩大交
流规模，提升合作水平。

“中意文化合作项目有很多，美
术、雕塑、绘画、电影、歌剧、芭蕾……
通过‘文化丝绸之路’，我们向对方展
示各自最精彩的一面。”博尼索利说。

近年来，面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
复杂状况，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双边执
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等多种方
式，促成文物返还。圆明园鼠首兔首
被法国皮诺家族归还中国，流落异乡
的青铜“虎鎣”几经波折终于回归故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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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
守护。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
魂。这批796件套文物，唤起中华民
族多彩的历史记忆，更成为东西方文
明交流的新佳话。

“今天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记意大利返还796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最是一年春好处，深化合作正当
时。习近平主席正在展开的对意大
利、摩纳哥、法国国事访问，与三国共
同播种务实合作新希望，共同打造务
实合作新亮点，赋予务实合作新的时
代内涵。

习近平主席此访，既是中国高度
重视中欧关系、继续深化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体现，也释放出中国同
各国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的诚意，展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应对挑战，以脚
踏实地的精神，推动务实合作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成就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主席此访，带着对往访国
的深情厚谊，与往访国携手传承和发
扬合作精神，加强战略沟通，推动国际
社会求同存异，以合作促发展，为建设
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新的智慧和
力量。习近平主席的外交足迹，让中
国与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凝聚起
更多共识，让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日益成
为共同的行动，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愿景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习近平主席此访，既符合中欧双
方的共同利益与期待，也是在不断变
化的世界中积极回应时代问题与挑
战、拓展合作与发展空间的务实努
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各国面临全新的问
题与挑战，也不断重塑各国开展合作
的机遇和环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
善其身。只有各国把握历史机遇，合
作应对挑战，增进战略互信，坚定并肩
前行，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以中国同三国的经贸合作为观察
视角，一系列亮丽数据彰显了合作的
分量和潜力，一大批项目顺利推进展
现了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习近平主席
此访，分别与意大利、法国领导人共同
见证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同摩纳哥阿
尔贝二世亲王就两国合作深入交流，
共同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
成果。

把握好中欧合作主基调，把牢新

时期中意、中摩、中法关系发展大方
向，习近平主席此访意在密切高层交
往，携手努力，推动双边务实合作提质
升级，做利益包容、共同发展的伙伴。
这必将进一步厚植中国与三国的合作
土壤，推动双边关系在互利共赢大路
上行稳致远，共同开启双边关系发展
新时代。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是中国一以
贯之的合作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
原则、以丝路精神为指引的“一带一路”
建设，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习近
平主席此访，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使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

独行快，众行远。中国与三国深
化务实合作，有利于提升中欧合作的

新高度。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
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动
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从全球视野出
发，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
大伙伴关系，就是要牢牢把握新时期
中欧合作的战略方向，不断拓展中欧
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格局，引导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我们坚
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推动中国同
意、摩、法三国务实合作迈向更高水
平，携手推动中欧关系在新时期得到
更大发展，不断书写中欧关系新篇
章。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赋予务实合作新的时代内涵

摩纳哥的中国缘
南临地中海，背靠阿尔卑斯山，面积2.02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约3.8万——这便是位于欧洲
西南部的“袖珍国”摩纳哥。

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到过中国的
摩纳哥人越来越多，来摩纳哥旅游的中国游客人
数也快速增长，蒙特卡洛一些店铺已逐渐开始聘
用会说中文的导购。

虽然相距万里、体量差异巨大，但这并不能阻
碍中摩在各领域展开广泛交往。自1995年建交
以来，双方在文化、艺术、教育、旅游领域开展了一
系列交流，促进了人民相互了解。来自中国的杂
技团多次获得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最高
奖；摩纳哥蒙特卡洛芭蕾舞团、蒙特卡洛爱乐乐团
频繁到中国访问演出，收获热烈反响。

中摩关系的热络得益于高层推动。摩纳哥元
首阿尔贝二世亲王曾10次访华。据摩纳哥王宫
负责新闻的工作人员介绍，阿尔贝二世曾去西安
参观兵马俑，并促成西安兵马俑展于2001年7月
在摩纳哥格里马尔迪宫举办。2002年2月，摩纳
哥举行新春中国杂技演出，时任国务大臣勒克莱
尔出席。2014年和2015年，中国文联和摩纳哥
政府共同在摩纳哥连续举办两届“今日中国”艺术
周暨摩纳哥中国节活动。

2017年，“继文绳武——清代帝王的家国天
下”故宫文物展在摩纳哥举办，访问量达5万人次，
比摩纳哥全国人口还要多；2018年，“贵胄绵绵：摩
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在中国北京举行，阿尔贝
二世亲王亲自为展览揭幕，参观人次达53.3万，进
一步促进了中摩民众对彼此文化历史的认识。

语言是民众了解沟通的桥梁。摩纳哥中国协
会副主席王晓琴曾在摩纳哥中学教过中文。她说，
摩纳哥唯一的公立学校10年前就在初中和高中开
设了中文课，近年来学习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

摩纳哥十分重视世界环保事业，特别是在海
洋、生态保护及研究方面。中摩在生态环保方面
互动频繁，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一直与中华环
保基金会保持密切合作，在中国开展了诸如太湖
蓝藻水华野外观测站、保护东北虎等项目。

摩纳哥驻华大使冯德琳说，2020年摩中将迎
来建交25周年，两国友好关系充分说明，国家体
量差别不会影响国家间亲密程度，也不影响两国
在文化、环保、经贸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与往来，
摩中在多个领域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

（据新华社摩纳哥3月23日电）

◀上接A01版
去年接待过夜游客突破2200万人次，创历史新
高，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7%。

产业重构塑造“强健肌肉”
长期以来，三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房地产业

税收占地方税收收入的半壁江山。有得天独厚的
“颜值”，却缺产业健康发展的“肌肉”。

海南开启自贸区建设后，三亚提出不当房地
产的“加工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减少经济对房地
产的依赖。

三亚产业结构必须升级甚至重构。在童
道驰看来，三亚要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
遇，重新打造与自贸区自贸港相适应的产业体
系，大力发展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为主导的产业。

46岁的张焱在国内外金融行业闯荡多年，人
生第二次创业选择了三亚，成为亚太金融小镇的
负责人，如今小镇已入驻100余家金融企业，“我
们看好三亚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前景。”

借自贸区建设的东风，三亚志在建立面向国
际的金融交易市场，打造区域性国际离岸金融中
心。目前三亚已经与光大集团等8家金融机构开
展合作。还设立了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将
来预计形成不低于500亿元的基金投资规模。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力，则让三亚颇具“科技
范儿”。三亚已形成“海、陆、空”高新技术产业格
局，即中科院深海所为代表的海洋高新技术、南繁
育种为代表南繁产业和以中科院遥感所为代表的
深空探测研究。

备受关注的崖州湾科技城，将是三亚未来的
科技“高地”。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筹备组副组长
钟声介绍，将重点打造深海科技城、南繁科技城、
大学城、南山港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

改革开放激发澎湃动力
改革开放让三亚从小渔村蜕变成国际滨海旅

游城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三亚需要更大力度
的改革开放。

三亚市发改委主任张利介绍，三亚改革重点
是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去年推
进商事登记的全省通办，深化“放管服”改革，出台
《三亚市优化审批服务20条》，开展“一窗受理”
“不见面审批”“一网通办”等工作，在全省率先推
行“一枚共享章”制度，在全国首创24小时12345
行政审批专席受理代办制。

“以前项目推着政府走，现在政府主动推动项
目走，一年来最明显的感受是政府积极作为。我
们企业对三亚未来充满信心。”中交海投总经理唐
剑光说。目前三亚已注册落地总部企业17家，
2018年全年三亚新增企业同比增长42%。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对外开放，三亚具有
独特的区位优势。去年三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2.5
倍，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25.8%。三亚新开通至伦
敦等13条境外航线，全年运行境外航线达36条。

担当和作为往往决定开放力度。面对入境游
艇担保难题，三亚发放全国首笔政府信用担保的
游艇保函，已为12艘游艇提供关税保函服务。

“未来的三亚不仅是一座国际性热带滨海旅
游城市，还是有朝气有活力、人人向往的城市，更
将是投资创业和改革开放的热土。”童道驰说。

（新华社三亚3月24日电）

一座热带城市的新“热度”

◀上接A01版
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指导相关市县
政府按规定办理。三是支持土地转让
盘活。鼓励市场主体收购单宗或多宗
零星分散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改变
用途转型用于产业项目建设。四是依
法有偿收回土地。县级以上政府可以
对存量商品住宅用地依法有偿收回，
有偿收回的补偿金额不低于土地使用
权人取得土地的成本，并综合考虑其

合理的直接损失，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意见》明确，对生态保护红线等管

控区域内不能转型用于产业项目发展
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市县政府按照
本《意见》的规定，主要通过有偿收回
或采取土地置换方式促进其退出。在
妥善处置招商引资产业项目配套商品
住宅用地历史遗留问题方面，原经省政
府或市县政府同意配套商品住宅用地
且明确具体配套用地规模等内容的产

业项目，市县政府可与项目投资人协
商，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和采取先租
后让、弹性年期、混合用地等政策措
施，鼓励、引导将原约定的配套用地转
型用于发展产业项目，并依法供应。

同时，项目投资人已按照招商引
资协议约定完成全部产业项目建设，
或完成产业项目投资总额的100%并
投产、经营，提出配套商品住宅用地
的，由市县政府报经省招商工作联席

会议审定，可以按照不高于招商引资
协议约定的配套商品住宅用地面积
50%的比例给予配套，并依法以挂牌、
拍卖等方式公开出让。配套建设的商
品住宅销售管理应符合我省房地产调
控政策的规定。

为了保障存量商品住宅用地转型
后的开发利用，避免出现新的土地闲
置，《意见》还在监管措施方面，提出相
应要求。对按本《意见》规定，通过改变

土地用途、土地置换、土地转让及整合
等方式进行转型利用的，市县政府应
当与土地使用权人重新签订土地使用
权有偿使用合同，明确新的土地用途、
开发期限、投资总额等内容。土地使
用权人未按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
造成土地闲置的，应当依法追究其法
律责任；超过动工开发日期满2年未动
工开发，或者未完成项目投资总额
25%的，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鼓励存量商品住宅用地转型利用和处置盘活

据新华社罗马3月24日电（记
者叶心可 李洁）国家主席习近平21
日至24日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意
主流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意各界人士
发表谈话，均对此次访问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此访掀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意
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总理孔特举行会
谈。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推动中意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
和孔特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和交换中意
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谅解备忘录等双边合作文件。

意大利《新闻报》对习主席访意进

行了报道，并就意中双方签署政府间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
备忘录刊文说，习主席表示两国要以
此为契机，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意
大利“北方港口建设”、“投资意大利计
划”对接，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文章
说，通过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未
来将有大量商品从东方来，也会有大
量商品运往东方。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说，
习主席访问期间，意中双方在基建、能
源、贸易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报道
还援引总统马塔雷拉的话说，此次历
史性访问对于促进意中各领域合作十

分重要，而增进与中国的联系符合整
个欧洲利益。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
认为，中国市场和来自中国的投资对
意大利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其带来的新增就业等更将惠及意大
利。谈起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他表
示，在意中双方的合作下，意大利港口
现有运营规模有望扩大。

意大利LUMSA大学国际关系教
授马泰奥·布雷桑认为，习主席的访问
体现出中国对意大利的重视，意中双
方签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及其他多项协

议，都是加强两国在众多领域关系的
重要一步。他表示，意大利的港口优
势能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两国
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

意大利《信使报》对意中签署政府
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
解备忘录也进行了报道。报道说，这
个谅解备忘录汇集了一系列在运输领
域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商业合作，为
双方在创新领域投资合作奠定了基
础。文章还详细列举了此次签约的港
口、航空运输、空间技术等重点领域合
作意向。

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亚洲

中心联席主任阿莱西娅·阿米吉尼表
示，习主席此次访问及两国签署政府
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
解备忘录不仅对意大利非常重要，对
欧洲也很有意义，“以后我们再回头
看，会发现这次访问开启了欧中关系
的全新时代”。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
研究所地缘政治专家法比奥·马西莫·
帕伦蒂对两国签署政府间关于共同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给予
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得到
来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一次掀开两国关系新篇章的重要访问
——意大利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