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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2日电（记者彭训文） 记者从国家文物
局获悉，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果，共调查国有单位102万个，藏品约4500万件，我国国有
可移动文物的家底正逐步被摸清。截至2日，经过认定并登
录的藏品1268万件，上传电子照片1065万张，数据存储量
达 2.7万 G，并以平均每天 6万件的速度上涨，普查工作取
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可移动文物指馆藏文物（可收藏文
物），即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等。据了解，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针对国有单位可移动文物收藏
状况展开普查。据了解，普查将在2016年底完成，其后将继
续开展包括民间收藏在内的文物普查工作。

本报北京3月2日电（记者汪灵犀） 今天，中国财政
学会与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决定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 领域深
化战略合作。

目前，中国财政部及多个部委都在共同推动 PPP 机
制，PPP 新机制新政策不断出台。同时，在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借助 PPP 机制，民营企业能有效协
助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合理利
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双方还将协助一批民营企业以

“一带一路”为依托，走出去参与国际性的PPP项目。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民主监督有计划有题目有载体有成效

中国正摸清国有可移动文物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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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2月23日，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亲赴纽约，以安理会主席身份主持部长级公开会，主题为“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史为鉴，重申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自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这是中国外长首次主持安理会
会议，也是中国规划今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首场
外交行动，在国际舞台打响了纪念活动的“发令枪”。

中国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热烈支持和积极响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到会讲
话，俄罗斯、马来西亚、新西兰、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立陶宛、塞尔维亚等10余
个国家外长专程与会，80多个会员国和组织踊跃发言。会议历时10个小时，大厅内
座无虚席，会议规模和级别创近年来安理会纪录。

国际评论家认为，此次安理会会议实现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预期目标，中国
成为2月份安理会的主角，充分体现了当前中国外交积极有为的鲜明特色，显示了中
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的贡献，也为今年联合国系列纪念活动，特别是9月系列
峰会做了很好的铺垫和烘托。

《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理会。战火
连绵的叙利亚、陷入动荡的也门、肆虐的恐怖组织、南苏丹、乌克兰……
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迫议题需安理会时刻跟踪，妥善处理。

面对当前中东和部分非洲地区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继续在
全球蔓延扩散的情势，2月份，中国作为安理会主席国共主持35场
各类会议，涉及 20多项议题，通过 7项决议，发表 2份主席声明和
15 份主席新闻谈话，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务实、公正、高效的风
格。在伊核问题、乌克兰危机、阿富汗问题、巴以问题、支持伊加特
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等国际热点问题中，中国都积极斡旋，
最大限度推动安理会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作用。

面对繁忙的国际议程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在担任安理会主
席国期间，积极开拓创新，推动安理会以更加公开、民主、透明方
式开展工作。

一是同本届联大主席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保持密切沟通，在联
合国今年整体工作框架中谋划开展安理会工作，增进会员国对安理
会工作的了解，安理会更多听取和反映成员国意志。二是在处理地
区热点问题时，中方加强安理会与当事国和地区国家，特别是非洲、
中东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沟通协调，决策中充
分考虑他们的意见。三是完善安理会工作方法，通过改进工作流程
提高安理会工作效率，加强针对性，聚焦解决方案，最大限度推动安

理会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作用，得到安理会成员普遍支持，取得了实效。
在月初和月末，刘结一大使以安理会主席身份两次向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和国际媒体介绍安理会工作。各

国对中国担任安理会主席国的客观、公正、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中方采取的措施令人耳
目一新，表明了中国以实际行动回应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对改进安理会工作方式方法的期待，体现出中国作为常
任理事国的风格和担当，希望安理会能把中方开创的积极举措延续下去，更好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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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
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由15个理事国轮流担任，为期1

个月。安理会主席对确定当月议题、引导会务审议作用重
要，受到各方重视。上一次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是
2013年11月。

今年2月，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在轮
值期间，中国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发出了响亮的中国声
音，贡献了中国理念和智慧，展现了积极有为、奋发进取
的外交姿态，彰显了稳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多边外交的生
动实践。

3月 2日，全国两会的首场发布会
举行，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
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事务的深度
和广度不断提升，海外 6000 万华侨
华人同胞的命运越发与祖国相连。他
们有什么诉求？又有什么建议？本报
记者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夕，为您一探
究竟。

徐德清 2006 年曾作为全国政协的
海外列席代表列席会议，这位曾在耶
鲁和哈佛任职的博士目前最主要工作
就是推动国内年轻人的创业。

“几届的两会，我特别关注关于创
新创业的新举措，新提法。比如这些
年提出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
的提法就很好。”基于这种理念，徐德
清结合自己的经验，在浙江湖州创办
了鼓励年轻人创业的公司，徐的头衔
是湖州微总部科技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另外，我特别关注人才问题。最
近中国吸引人才的步伐加快，其他国
家吸引人才的步伐也在加快，都在抢
夺人才。”徐德清建议：“希望在吸引
人才方面，降低绿卡门槛。否则国家
吸引的很多人才，因为绿卡等问题，
在国内很难待下去，会影响到国内的
创新创业。”

“一带一路”战略已经付诸实施，
身处丝路沿线国家的华商更关注“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性问题。“如何解
决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国家的后顾之
忧？如何解决中华文化与其他国家民
族文化隔阂问题？如何解决当前国内
经济问题？”塔吉克斯坦华商韩东启抛
出一系列疑问。

“有些国家的一些人把中国比喻成
老虎，把自己比喻成小兔子。虽然积
极响应，但还有顾虑担心。”韩东启建
议，“丝路沿线大多是穆斯林或其他族
群，相互间理念文化还需要交融磨
合，建设‘一带一路’还要考虑对沿
线国家推介的力度。”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理念在海外华侨华人中
间也产生了共鸣。“习主席提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这对今后中国的管理至
关重要。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很快，新
鲜事物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法律、法治问题十分突出。故
立法要有时间观念，法律条款的形成要紧跟形势之变化，不
能滞后，否则会引发太多不稳定因素。”澳大利亚天津同乡会
会长沈铁说。

“反腐倡廉，中央力度很大，超过以往。”沈铁对此表示
赞赏。与此同时，“有不少中国企业家移民海外，其中有些人
因不当手段获利颇丰，在海外向爱国社团大方赞助，‘捐’个
职务做，把自己漂白。这一问题如何治理，也受关注。”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长助理兼副会长崔庆峰在韩国主
要做中韩文化交流和引入韩国商业品牌合作业务，他主张：

“国家应加快中韩自贸区建设，缩短通关时间。支持在海外创
办华文学校，有效解决新侨子女海外华文教育难的问题。给
予新侨回国探亲提供更多便利，鼓励新侨回国创业并提供良
好的创业政策和资金支持。”

至于对两会有什么期待，“还是应更加重视民生问题。直
白地说就是希望在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方面出台更多的
惠民措施，并逐步解决食品安全、生态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崔庆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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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增速世界最快吞吐增速世界最快
中国和斯里兰卡共建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务实
对接标杆性项目——斯里兰
卡科伦坡南港码头，去年完
成了 68 万标准箱装卸量，使
得整个科伦坡港吞吐量增长
14%，创造了2014年世界港口
增长的最快纪录。该码头由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和斯里
兰卡国家港务局合作建设。

图为 3 月 1 日在斯里兰卡
科伦坡拍摄的科伦坡南港码
头。

新华社记者 黄海敏摄

PPP机制助力民企“走出去”

本报北京3月2日电（记者赵珊、张保淑） 2日
15 时，今年全国两会的首场重大活动——全国政协
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
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向中外媒体介绍了本次大会有
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大会议程：
12次讨论 3场记者会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定于 3月 3日下午 3时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3 月 13 日下午闭幕。吕新华介绍
说，现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截至2日中
午 12 时，在 2227 名委员中已经有 1359 名到大会秘书
处报到。目前大会秘书处已经收到提案945件，大会发
言稿337份。

大会将安排 3 次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将围
绕全面深化改革，就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和
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统战政协工作等作发言；将
安排 12 次小组和界别联组讨论。将举行 3 场记者
会，主题分别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稳定。

在回答记者有关政协如何更好发挥民主监督作
用的问题时，吕新华说，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开局之年，全国政协要切实强化民主监督职能，做到
开展监督有计划、有题目、有载体、有成效。要围绕化
解地方债务风险、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等问题进行监

督，如实反映情况，坦率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促进
相关工作的改进和落实。

反腐倡廉：
政协不是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有记者提出，如何看待在去年仅政协系统就有令
计划、苏荣两位副国级以及六位省部级的高官落马？
吕新华说，政协不是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虽然他们
的问题大多不是在政协履职过程中发生的，但对政协
组织的声誉损害很大。政协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
作必须进一步加强。

又有记者追问，有媒体称近期还会有更大的“老虎”
落网，怎么理解更大的“老虎”？吕新华表示，过去一年，
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
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成效
明显。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
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

“一带一路”：
比作“马歇尔计划”是不妥的

有记者问，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全世界范围内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有人把“一带一路”战略比喻
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对此有何看法？

吕新华说，“一带一路”是谋求不同种族、信仰、文
化背景的国家共同发展，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而“马
歇尔计划”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意图和大量的附
加条件。“一带一路”从互联互通做起，倡导成立丝路
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合
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是“南南合作”区域合作的新
模式，所以简单地把它比作“马歇尔计划”是不妥的。

去年，国务院研究“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时
候，全国政协就此专题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开展系
列的调研，提出了政策建议，我们期待尽早实现互联
互通，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

北京治霾：
可能提前实现蓝天白云目标

有记者提出，如果北京与张家口申办冬奥会成功的
话，会对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有哪些帮助？吕新华表示，
关于治理大气污染，冬奥申委主席、市长王安顺认为申
办和筹办冬奥会能够加速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从
现在算起至2022年还有7年时间，如加速推进北京市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原定2030年实现蓝天白云的目标有
可能提前。

加速大气污染治理不仅京津冀1亿多常住人口受
益，受首都圈榜样示范作用影响，全国各地也会加
速，并对邻国产生好的溢出效应。吕新华认为，国
际奥委会会充分考虑以上因素，让此次冬奥会落户
北京与张家口，留住“奥林匹克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