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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1 月 13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
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情况汇报和责任追究审
查调查工作情况通报，部署对安全生产尤其是危险化学品生
产管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决定健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
本金管理，促进有效投资加强风险防范。

会议指出，3 月 21 日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
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
果十分严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抢险
救援、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出部署。经调查组最
终认定，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暴露出有
关地方和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管业务与管安全
脱节、对非法违法行为打击不力和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违法违规、诚信缺失等突出问题。教训极其深刻。对负有
直接责任、监管责任、领导责任等所有责任人都要依法依
规依纪严肃追责和惩处。事故调查报告和责任人处理结果
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会议部署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江苏省安全生产尤其是危化品生
产管理等问题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整治，加强督导，确保整出
成效。同时要在全国开展危化品安全专项督查，各地要严格
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消除生产、储存、运输、废弃处置等各环
节安全隐患。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安全是发展的
基础，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要从这次惨痛事故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快
建立长效机制，在强基础、固根本上下功夫，在抓安全标准规
程每个环节责任落实上下功夫。健全涉及危化品安全相关
部门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机制，加快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
规，对导致重大事故的主观故意违法行为加重处罚。要坚持
新发展理念，遏制盲目无序违规发展现象，促进行业升级、提
升发展水平。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和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要求，会议决定，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
度，做到有保有控、区别对待，促进有效投资和加强风险防范
有机结合。一是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
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由 25%降至
20%。对补短板的公路、铁路、城建、物流、生态环保、社会民
生等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在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
险可控前提下，可适当降低资本金最低比例，下调幅度不超
过5个百分点。二是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国家鼓励发展的行
业项目，可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筹措资本金，但不得超过项目资
本金总额的 50%。地方政府可统筹使用财政资金筹集项目资本金。三是严
格规范管理，强化风险防范。项目借贷资金和不合规的股东借款、“名股实
债”等不得作为项目资本金，筹措资本金不得违规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
得违反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关要求，不得拖欠工程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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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开罗11月13日电（记者张浩、郑明达） 应
埃及议会议长阿里邀请，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10 日至 13
日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分别会见总统塞西、总理马德
布利，并同阿里举行会谈。

会见塞西时，汪洋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
良好祝愿。汪洋说，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中埃关系
实现了历史性发展。中方愿与埃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
政治互信，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
扩大国际和地区事务协调配合，加强反恐领域合作，推
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刚刚闭幕的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构筑了可靠的制度大厦，为人类
制度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与埃方加
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埃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

塞西请汪洋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对中
国共产党执政 7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衷心祝贺，
对埃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深度感到由衷喜
悦。他表示，埃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欢迎中方
企业加大对埃及投资。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影响力，
推动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埃方愿与中方就去极端化等问
题加强交流互鉴。

同阿里会谈时，汪洋表示，政治互信是中埃关系历
久弥坚的基石，“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埃合作的主线。

感谢埃方在关乎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
愿同埃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两国元首关心的重大
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强旅游、人文交流。中国全国政协
愿同埃及议会扩大各层级交往，提高彼此履职能力。

阿里表示，埃及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
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稳定采取的各项举措。埃方
支持两国立法、协商机构和政党加强友好交往。期待埃
及更多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也愿为中国企业扩大投资
提供更多便利。

会见马德布利时，汪洋表示，埃及正处在工业化、
城镇化重要阶段，市场潜力和人口红利巨大，是中方共
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方愿积极参与苏伊
士运河走廊开发等战略规划，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对埃及
投资，同埃方探讨开展面向非洲的三方合作，愿为埃方
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条件。

马德布利表示，中国已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
两国关系正进入质的飞跃。埃方希借鉴中方在科技创新
领域先进经验，愿在网络安全和反恐领域加强互利合作
与相互支持，期待与中方共同推动中非互联互通。

访问期间，汪洋还同爱资哈尔大长老塔伊卜、卢克
索省省长穆斯塔法进行深入交流，考察华为北非创新展
示中心，并出席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代表座谈会和卢克索
大学孔子课堂揭牌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参加上述活动。

汪洋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本报巴黎11月13日电（记者李永群、刘玲玲、葛文

博） 11月11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
法国总统马克龙。

王岐山表示，上周总统先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非常成
功。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交流，达成一系列战略共
识，展现了中法在新形势下深化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决心，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的信
号。中法都是历史文化大国，对当今世界负有重要责任，
历史、现实、未来将我们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法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体现在双方对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共同思
考和相同、相似的主张上，也体现在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完
善全球治理的具体行动中。中方愿与法方共同落实好两
国元首共识，推动中法、中欧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马克龙愉快忆及上周访华经历，感谢中方给予的热
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表示，同习近平主席的深入交
流，加深了双方友好情谊，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法方
坚定不移发展同中方的友好关系，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投
资、经贸、气候变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强有
力的多边主义，为构建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1月12日，王岐山出席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开幕式
并致辞。

王岐山表示，中国人民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上下求索，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历经建设发展、改革开

放，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面貌、
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会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客观看待成绩和机遇，沉着应对风险和挑战，不断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当今世界已经成为相互连通的汪洋大
海，充满希望也面对诸多共同挑战，没有谁能独善其
身，单打独斗行不通，转嫁矛盾不可取，携手应对才是
唯一正确选择。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举办进口博览
会、缩减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改善营商环境，正在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王岐山表示，历史进程中总会出现波折，认清方
向，才能作出科学理性的选择。越是困难，越要保持定
力和耐力，越要同心协力、积极有为，用科学的理性指
导我们的行动。要以加深利益融合减少和平赤字，以维
护多边主义加强和平保障，以加强平等协商化解和平挑
战，以倡导文明对话系牢和平纽带，共同建设一个远离
战争、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

在法期间，王岐山还应约会见了北马其顿总统彭达
罗夫斯基，并同法国友人深入交流。

王岐山会见马克龙并出席巴黎和平论坛

本报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王珏） 11 月 13
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举行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为更好践行流失文
物回归原属地的文物保护国际共识，国家文物局经

与何鸿燊先生协商一致，将马首划拨北京市圆明园
管理处收藏，回归原属地。

圆明园马首铜像，为清代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
建筑群海晏堂外十二生肖兽首喷泉主要构件之一。
1860 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惨遭劫掠焚毁，
马首铜像与其他11尊兽首铜像一同流失海外。

马首铜像为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融合了东西
方艺术理念与设计风格，清乾隆年间由宫廷匠师精
工制作，以精炼红铜为材，色彩深沉厚重，以失蜡
法一体铸造成型，神态栩栩如生，毛发分毫毕现，
历百年风雨而不锈蚀，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是
一件非凡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2007年 8月，国家文物局获悉圆明园马首铜像
即将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消息，第一
时间表达了终止公开拍卖的坚定立场和促成文物回
归的良好意愿，香港苏富比公司对此给予积极配
合。9 月，何鸿燊先生得知相关情况后，以高度的
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慨然出资抢救流失文物，结
束了马首铜像百余年的离散漂泊。此后，马首铜像
一直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

在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2019年11月，何鸿燊
先生决定将马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

多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
努力下，已经有包括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鼠
首、兔首在内的六尊圆明园流失兽首铜像通过不同
方式回归祖国，其中猪首铜像由何鸿燊先生于2003
年出资购买后送归国家。捐赠仪式后，马首铜像将
与其他六尊兽首铜像聚首京城，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举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共同展出，截至11月27日，
社会公众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2、3展厅一览风采。

马首回归马首回归马首回归

11月 13日，圆明园马首铜像在“回归之
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
展”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一 箭 五 星一 箭 五 星 ！！

“和平天使”献艺摩洛哥
据新华社拉巴特11月13日电（记者陈斌杰） 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和平天使艺术团13日在摩洛哥拉巴特文化
中心奉献了一场主题为“同在蓝天下”的文艺演出。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王家瑞、副主席井顿泉、副
秘书长唐九红、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和摩洛哥众议院
副议长哈亚特·布法拉什，以及来自摩洛哥穆罕默德五
世大学、布雷格雷格文化学校的师生等100多名中摩嘉
宾观看了演出。

艺术团一行13名学员与带队老师同台献艺，为现场
观众表演了童声独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京剧 《扈家
庄》、小提琴独奏 《梁祝》 和雕版印刷展示等精彩节
目，博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湄洲妈祖赴泰国巡安
本报莆田11月13日电（记者李嘉宝） 11月13日上

午，湄洲妈祖起驾仪式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妈祖祖庙天
后宫举行，为期7天的“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
2019年中泰妈祖文化活动周暨湄洲妈祖巡安泰国活动拉
开帷幕。

活动期间，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将联合泰国南瑶宫、
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泰国林氏宗亲总会，举行湄洲妈
祖巡安泰国纪念大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祭典”展示、
曼谷唐人街徒步巡安等系列文化活动。此次活动旨在进
一步弘扬和践行“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扩大妈
祖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积极贯彻“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
泰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互鉴。

阳光正浓。帕特农
神庙的斑驳沧桑被阳光
镀上了一层金色，它静
静伫立，凝视着中希两
国元首夫妇一道走进雅
典卫城博物馆的背影。

坐落于神庙脚下的
博物馆，陈列着众多古
希腊时期的艺术珍品。
古希腊医学雕塑、酒神
剧场复原模型、克里托
斯男孩雕像……如同走
进历史的长河、走进一
座文明的宝藏库，眼前
的一切令人遐思万千。

在“沉思的雅典娜”
雕塑旁，帕夫洛普洛斯总
统向习近平主席介绍，雕
塑展现的是雅典娜结束
一场战斗后在沉思。

“思考战争与和平
的意义。”习近平主席若有所思。

行至二层，进入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因
为从神转而关注到人的本身，古希腊文明大
放异彩。此刻的雕塑更多展现了人的力量与
美。走到克里托斯男孩雕像前，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尊雕像展现了“人是万物尺度”的
思想开始萌发。

“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人，正如中国的‘以人
为本’。”习主席的点评，将现场的思绪拉到了
东西文明的对话上。

三层入口处，东西两侧陈列着卫城的三角楣
石雕，分别描绘了雅典娜的出生、雅典娜和波塞冬

争夺雅典守护神的场景。习主席对古希腊的神话
十分熟悉，他幽默地说：“这是希腊的‘山海经’。”

一块褪色的石碑，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政府
第一次把财政公诸于众；一块残损的石雕，古
希腊文字的韵律清晰可见……神话传说、城邦
居民、战乱和平，历史以雕刻的方式向千年后
的今天轻声诉说。

“他不止对某一件文物感兴趣，他对灿烂的
古希腊文明和悠久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对古希
腊的艺术和建筑也有很高的鉴赏力。”馆长潘德
马利斯已近耄耋之年，参观一路走来，他一路
讲述，也注意到了习主席端详文物的目光和不

时的沉思。
他们走到二层的少

女廊柱前，仰望凝视。
少女廊柱原本属于卫城
的伊瑞克提翁神庙。经
历两千多年岁月涤荡，
眼前的雕塑依然纹路精
美、线条富有动感。令
人遗憾的是，一组 6 个
少女廊柱并不完整，其
中一个因遭受掠夺而流
落海外。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
洛斯讲到这儿有些激
动：“此时此刻，我想
向您表达，我们对于古
希腊许多文物的流失深
感痛心。这些文物流失
在外是文明的耻辱，希
望它们能早日回家。”

“ 我 不 仅 支 持 你
们，我们还应共同努力。”习近平主席语气平静
却坚定：“由于历史原因，中希两国都有大量珍
贵文物仍然流失海外，双方可以加强合作，使
这些文物能够尽早回到自己的祖国。”

走出博物馆，在希腊的访问也行将结束。帕
夫洛普洛斯总统夫妇将习主席夫妇一路送到车门
前。两位元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习主席动情地
说：“这次对希腊的访问，我感触良多，一言难尽。
我们一道回味历史，以古鉴今，展望未来，决定中
希要更加紧密地携手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

昨天和明天、历史和未来，在这里相逢。
（本报雅典11月12日电）

习近平主席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特写——

倾 听 历 史 的 诉 说
本报记者 杜尚泽 侯露露 张朋辉

11 月 13 日 ，
中国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六号
运载火箭，以“一
箭五星”方式成功
将 宁 夏 一 号 卫 星

（又 称 钟 子 号 卫
星） 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图为火箭发
射现场。

郑逃逃摄
（新华社发）

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的少女廊柱。 马里奥斯·罗洛斯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