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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月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问：目前又有一批台湾村里长与大陆签署结对交流协
议，台陆委会称将由主管机关查处。台当局内政主管部门近日发布视频，威胁
村里长赴大陆签署协议可被罚50万元新台币。

马晓光对此回应表示，两岸基层开展交流交往，增进了解，彼此互鉴，这
是对两岸同胞都有利的好事。民进党当局无视基层民众的愿望需求，一再阻挠
限制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今天禁这个、明天罚那个，用心险恶，不得人心，当
然也不会得逞。

针对美国国务院近期批准一项费用为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马晓光指
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坚决
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民进党当局暴露真面目

针对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坚持所谓“主权独立”，称“维持现状”
就是维持所谓“独立自主”的现状，马晓光表示，这番言论不打自招，暴露出
蓄意推翻“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图谋，充
分说明民进党当局才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人民
利益的加害者。

马晓光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这才是两岸关系的现状，是国际社会普
遍承认的客观事实。

针对受邀访台的大陆旅美学者李毅日前遭台当局驱离出境一事，马晓光表
示，不了解李毅先生参加的活动的来龙去脉。他同时强调，我们主张“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限缩两岸同胞交流往
来，压制呼吁两岸统一的声音，升高两岸对立，暴露了其牟取一党之私和谋求

“台独”的真实面目。
台当局行政机构近日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据台媒报道，修订

目的是就政治协商制定所谓“严谨的监督机制”。马晓光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在。凡是有利于两岸同胞利
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情，都应该努力推动。民进党当局不择手段破坏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只会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葬送台湾的前途和未来。

造谣中伤损害台胞利益

有记者问：台湾某媒体日前报道称台资企业旺旺集团在大陆领取高额政府
补助金，试图“抹红、抹黑”该企业。旺旺集团已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发言人
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回应表示，发布这个消息的媒体，其特定政治立场大家都十分清
楚。在这个时候，它发布这个消息的动机，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旺旺集团已
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反驳其不实之词。

他指出，多年来，我们鼓励和支持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兴业，并采取积极
措施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提供同等待遇，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帮助他们在大
陆实现更大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政策是普惠的、依法依规，对所有台湾企业都
一视同仁。

台行政机构日前发布所谓“危害资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原则”。有分析认
为，台当局此举是针对大陆产品设置的禁购原则。马晓光指出，这些年的实践
已充分证明，两岸加强经济合作互惠互利，能给两岸同胞特别是给台湾同胞带
来实实在在好处。但民进党当局违背人民意愿，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东施效
颦，企图对大陆高科技产业进行封锁限制。这种政治目的挂帅、违背经济规律
的做法，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继续与台开展各种交流

马晓光介绍，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4月29日在北京延庆区举办。应北京世园局邀请，台
湾区花卉发展协会作为参展方，参与了台湾展园设计布展工作。台湾展园占地2000平方米，分为向山行、兰
花区、时光路、日月潭、农田里、山之巅6大景观节点，展园极具台湾特色，引人入胜。

马晓光还介绍说，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15日开始在
福建省举办，集中活动为期一周。本届论坛继续重点关注并服务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事实说明，继续办好
海峡论坛符合两岸同胞期望多交流、走亲走近的共同愿望。

马晓光还应询表示，4月18日至20日，宜兰县县长林姿妙、台东县县长饶庆铃及花莲县的代表率团到上
海参访交流。此前林姿妙还率团到江苏参访并举办有关推介活动。另据了解，这几天南投县县长林明溱正率
团在江苏南京参访交流。其他一些县市也在洽商适当时机来访交流。

马晓光指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亲望亲好的一家人。台湾同胞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期盼更好的生活、更大的发展，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台湾县市长来大陆，就是顺应了民众需
求。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与台湾县市开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福祉。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王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

李克强表示，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今年适逢
中蒙建交 70 周年和《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修订 25 周
年，两国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先
生举行会谈，规划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中方愿同蒙方加
强政治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中蒙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我们愿在相互尊重、平等合
作、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将“一带一路”
倡议同蒙方“发展之路”倡议对接，加快推进中蒙自贸协定
和经济合作区，深化在农业、产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继续在边境运输、口岸建设等方面为蒙方提供便利。

巴特图勒嘎表示，发展互利共赢的蒙中关系是蒙对外
政策的优先方向。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台湾
和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始终坚持相互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蒙方愿加强“发展之路”同“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拓展贸易、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进蒙
中俄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

肖捷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王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智利总统皮涅拉。
李克强表示，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

明年将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了
富有成果的会谈，为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注入新
动力。去年，在全球贸易增长乏力背景下，中智贸易逆势增长，
显示出两国合作的巨大潜力。希望双方面向未来，以深入共建

“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建设好升级版中智自
贸区，拓展在交通基础设施、电力、农业、矿业、创新等领域的
务实合作。中方愿进口更多智利优质产品，发挥电子商务等数
字经济平台作用，并利用中智自贸区扩大同拉美其他国家的
经贸合作，不断推动中拉整体关系与合作向前发展。

皮涅拉表示，智中建交 50年来，双方关系与合作发展
富有成效。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带一路”让基于几千年的古老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活
力，智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智中双方已完成双
边自贸协定升级，愿以此为契机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肖捷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王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李克强表示，中埃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合作在

中非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
益和基于自身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埃方共同努力，
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和政策交流，使双方合作更具可持续性，深化在基础
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支持埃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开发
亚吉铁路沿线地区和亚的斯亚贝巴河岸改造项目建设。中方
鼓励本国企业赴埃塞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

阿比表示，埃方视中国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方为埃
塞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作出了重要贡献。非洲各国都
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埃方愿深化同中方各领域务实合
作，使之成为南南合作和非中合作的典范。

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肖捷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王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李克强表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表明对中国
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在当前错综复杂
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
发展中国家。我们将继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简政放权，
大规模减税降费，来激发上亿市场主体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既增强信心，也不低估困难，通过推动一系列改革举措并使之
扎实推进、落到实处，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愿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

拉加德表示，我完全赞同李总理所谈。中国第一季度
经济增长让外界感到意外的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
中国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中国坚持改革开
放，采取减税降费举措，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中国的
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肖捷参加会见。

李克强分别会见蒙古国总统、智利总统、
埃塞俄比亚总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王远）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24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莫桑比克总统
纽西、智利总统皮涅拉。

在会见纽西时，栗战书表示，欢迎总统先生来华出
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
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和平友好、平等合作、实现共赢
的开放平台。近年来，中莫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
发展，双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各领域务实合作加
速推进。中方愿同莫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
识，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促进农业、能源资
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推动中莫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莫议会一道努力，
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纽西表示，莫方愿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与中

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享合作发展成果。
王东明参加会见。
在会见皮涅拉时，栗战书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引

领下，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务实合作
提速升级，成果丰硕。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将为双方友好互利合作带来新机遇，注入新动
力。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智利国民议会一道，落实好总统此
次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本届高峰论坛成
果，加强立法机构高层和各层级往来，开展立法、监督和治
国理政交流，共同为中智关系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支持。

皮涅拉表示，智利人民仰慕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智方将继续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中方加强各
领域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往，不断丰富两国关系内涵。

武维华参加会见。

栗战书分别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智利总统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李伟红） 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汪洋说，中阿两国是传统友好合作伙伴。近年来，两
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今天习近平
主席同总统先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必将推动中阿
关系迈上更高台阶。阿塞拜疆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两国各领域合作已取得系列早

期收获。中方愿同阿方一道，积极落实此次两国元首会晤
共识，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机遇，不断深化
中阿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阿利耶夫表示，阿中各领域合作良好，在国际问题
上有广泛共识，阿方愿积极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做
出自己的贡献，推动阿中互利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万钢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杜一菲）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埃
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韩正表示，中国与埃塞是好朋友、好伙伴，双方政
治互信深厚。习近平主席同阁下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
见，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规划。中方愿根据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同埃方保持高层交往势

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
埃友好关系深入发展。中方祝愿埃塞在发展振兴的道路
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阿比表示，中国是埃塞和非洲人民的真正朋友和最
好伙伴。埃塞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大力支持，愿学
习借鉴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拓展双边全方位交流合作。

汪洋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汪洋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韩正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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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联合声明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李婕） 4月24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就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
举行新闻发布会。目前北京世园会各项筹办工作已经全
面完成，运行团队已经全部到位，并组织了多次演练和
测试，全面做好了开园迎接国内外游客的准备。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世园会组委会委员、北京世园
会执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红介绍，北京世园会园区工
程建设、布展工作全面完成。目前中国馆、国际馆、生
活体验馆、植物馆等主要场馆布展工作全面完成，妫汭
剧场、永宁阁、配套服务等公共景观区域的主要建筑以
及园区乔、灌木种植、地被花卉的布置已经全部完成。
110个官方参展者和120个非官方参展者的展园建设和室
内展园工作也已经全部完成，运行团队均已到位。全国
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展园建设、17个国内企业展园
建设布展工作全面完成。各展园正在进行时令花卉的栽

植，确保开园后场馆展园花团锦簇、争奇夺艳，各具特
色，让观众感受世界园艺的多彩魅力。

中国花卉协会会长、北京世园会组委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世园会执委会执行主任江泽慧说，从花卉园艺角度
看，北京世园会有以下特色和亮点：一是贯彻“生态优先”
理念，彰显世界园艺新境界。园区保留下近 5万棵各种原
生树木，新种植了5万棵乔木和12万棵灌木；二是荟萃世
界园艺精华，展现多样性园艺文化。北京世园会是一个

“百园之园”，游客不仅能欣赏到牡丹、兰花、茶花等中国
传统名花，体验百果园、百蔬园、中草药等不同植物世界，
还能欣赏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多样性园艺文化。三是专
业活动精彩纷呈，推进世界园艺交流合作。

“现在世园会是万事俱备，静候开园。”北京市延庆
区区长于波说，长城脚下、海坨山前，妫水河畔，大家
都期待着这一精彩盛会。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邹雅婷） 4月24日，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

“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796 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回祖国
后，首次正式展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关强、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国家博物馆
馆长王春法出席展览开幕式。

今年 3 月 23 日，在习近平主席、孔特总理的见证
下，中意两国代表在罗马交换了 79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
返还证书。4月10日，这批中国文物艺术品历经12年回
归之路，终于抵达北京，重回祖国怀抱。此次文物返
还，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回归，也是中
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中历时最长的案例。这 12 年
中，中意两国政府共同秉持保护文物的决心，克服文物
数量众多、跨国取证困难、诉讼程序变化等诸多不利因
素，坚持通过司法、外交等途径开展合作，最终携手促
成这段文物回归佳话。

据专家介绍，这批79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主要是源自

甘肃、陕西、四川、山西、河南和江苏等地的出土与传世文
物，时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民国时期，种类丰富多样、
保存状况良好，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其中，
纹饰精美、形式多样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为研究史前社会
风貌提供了直接的物质资料；数量众多的汉代陶器，造型
古朴浑厚，是汉代灿烂文化的缩影；具有代表性的唐代骆
驼俑、马俑、人物俑，承载着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经贸
往来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信息。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在“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期间举办此次展览，旨在回顾两个文明古国
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彰显中意两国人民间深厚的情
谊，展示两国联合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丰硕成果，为在
世界范围内促进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树立光辉典范。

中意两国将以此次文物返还为起点，借助“一带一
路”的宽广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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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返还中国文物在国博展出意大利返还中国文物在国博展出

北京世园会已准备好开园迎客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毛莉） 怎样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在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的海外网智库论
坛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与高校
的学者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深
入研讨。

本次论坛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起点与
新机遇”。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于洪君在论坛上表
示，“一带一路”是所有参与方共同的事业。“一带一路”不
是境外扶贫而是国际合作的观点，作为新共识已经得到
广泛关注。未来期待国际社会凝聚起更广泛共识，树立各

方都是平等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理念。
专家表示，目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项目多是

大型基建项目，这类项目对地区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
强，但往往投资量大、建设周期长。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在继续做好基建“大项目”的同时，也要致力于
打造更多贴近民生的“小项目”，让当地民众有更多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让更多人参与到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分享
发展红利，是下一步继续探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课题。

海外网主办智库论坛

专家研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全文见海外网，链接为 http：//news.haiwainet.cn/n/
2019/0424/c3544100-31544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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