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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曾 伯 克 父 青 铜 组 器

流失日本的国宝
被成功追索回国
记者从国家文
物 局 10 日 召 开 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经与公安部门
紧密配合，在我驻
日本使馆和有关
部门大力支持下，
经过5个月紧锣密
鼓的追索工作，流
失日本的曾伯克
父青铜组器已被
成功追索回国。该
批青铜组器于8月
23 日 深 夜 安 全 抵
京，将于近日与广
大观众见面。
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关强表示，曾
伯克父青铜组器
是我国近年来在
国际文物市场成
功制止非法文物
交易、实施跨国追
索价值最高的一
批回归文物。
据国家文物局
博物馆与社会文物
司副司长邓超介
绍，曾伯克父青铜
组 器 一 组 8 件 ，包
括1鼎、1簋、1甗、1
霝、2盨、2壶，品类
丰 富 ，保 存 完 整 ，
从 形 制 、铭 文 、纹
饰、铸造等方面均
体现出典型的春秋
早期青铜器的时代
风格。
研究表明，这
批青铜组器为近年
自湖北随州春秋早
期曾国高等级贵族
墓 葬 盗 掘 出 土。8
器 均 有 铭 文 ，共
330 字 ，具 有 重 要
的学术价值，专家
将它们整体鉴定为
国家一级文物。
关强说，文物
的成功回归，是文
物部门与公安机
关、驻外使馆通力
协作，选取最优追
索工作方案共同努
力的结果；是我国
依据相关国际公
约，在日本政府的
配合协助下实现的
文物回归，为国际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领域贡献了新的实
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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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坚决反对德方允许香港分裂分子
入境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德方允许
香港分裂分子入境从事反华分裂活
动以及德国外长马斯公然同这样的
人接触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据报道，德国外长马斯对黄之
锋获得保释表示欢迎，并于9日晚在
柏林与黄之锋见面。
华春莹说，
中方
已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
都无权干预。
任何挟洋自重、分裂国
家的言行和图谋都注定要失败。个
别德国媒体和政客企图借反华分裂
分子蹭热度、博眼球做政治秀的做

法也是极其错误的，是对中国主权
的不尊重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访华期
间，
明确表示支持
‘一国两制’
、反对
暴力。
我们不禁要问，
德方此时允许
黄之锋到德活动并同马斯外长接
触，
意欲何为？我们敦促德方信守承
诺，避免向香港激进分裂势力发出
错误信号。
”华春莹说。
“我们也敦促马斯先生作为德
国外长，遵守最基本的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做有利于中德关
系发展的事，而不是中德关系的破
坏者。
”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

美国归还华为公司被扣设备
华为因此撤回诉讼

外交部：
美方承认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索宝 非法出口！务必追回！
2019年3月3日，国家文物局接到举
报，称日本某拍卖公司拟于近期拍卖的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疑为我国非法流失
文物。国家文物局当日即开展调查，很
快获得线索：该批青铜组器很可能为近
年来被盗出土且非法出境文物。
经进一步鉴定发现：该批青铜组器
的器型、纹饰、铭文符合春秋早期青铜
器的典型特征；铭文显示器主为“曾伯
克父甘娄”；锈色呈“新锈”状，缺少流传
的历史痕迹……经过和同时期考古发
掘资料比对，专家们基本认定该批青铜
组器应为湖北随枣一带曾国高等级贵
族墓葬被盗出土文物。

手握铁证，我国有关部门紧急照会
日本驻华使馆、通报流失文物信息、提
请日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展相关工
作……在外交与刑侦双重压力下，日本
某拍卖公司最终在其官网发布声明，称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由于涉及家族遗产
纠纷，
暂时中止拍卖。
取得阶段性进展后，国家文物局与
日本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日方对我
方主张的文物追索要求给予了认真对
待和积极协助。在政府施压、刑事侦办
等多重压力的传导下，7月，周某正式表
示，愿无条件将该组国宝上交国家。8月
23日，
周某返回国内配合调查。

国。近年来，经由多项重要考古发现，人
们对曾国历史认知才得以逐渐推进。
“铸有‘曾伯克父甘娄’之名的青铜
器此前从未有发现。”邓超说，这批文物
对研究曾国宗法世系、礼乐制度具有重
要价值。
特别丰富。这组青铜器上铭文多达
330字，每件青铜器均有铭文，每器均带
有自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专家认为，解读这些穿越时光的密码，

不仅是对古代的复建，同时也可能带给
今日国人以崭新的历史惊喜。
特别精美。专家告诉记者，组器的
铸造工艺极为精美。通过X光照相技术，
专家发现所有青铜器都为范铸成型，
鼎、甗耳部为直接铸造，簋、盨、壶等则
先铸出器身，同时耳部铸造出铜榫，然
后再安装器耳活块范、铸造器耳。专家
认为这真实体现出古代先民高超卓越
的青铜器铸造工艺。

护宝 开创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新局面
关强告诉记者，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是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
止非法文物交易、实施跨国追索价值最
高的一批回归文物。此次曾伯克父青铜
组器成功追索，最主要的国际法依据就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
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
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1989年，我国加入该公约。此后，我
国在多地设置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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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珍贵文物流失境外，实施文物拍卖标
的审核制度、文物购销标的审核备案制
度。2018年，我国还上线了“外国被盗文
物数据库”
。
“正是基于我国日渐完善严格的文
物进出境监管制度，启动这次曾伯克父
青铜组器追索工作获得重要的法治依
据。
”关强说。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跨
国跨境追缴被盗流失文物是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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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的重点之一。今后，
公安部刑侦局将继续积极与国家文物
局等部门密切联系配合，全力开展被盗
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缴工作，为保护国家
文物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
司长罗静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执
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
等方式，已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
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据新华社

不得过度炒作娱乐八卦
不得实施人肉搜索
为了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维护
良好网络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建天朗气
清的网络空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 室 10 日 就《网 络 生 态 治 理 规 定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10
月10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信息内
容生产者禁止制作含有违反宪法所
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损害国家荣誉
和利益的；
散布虚假信息，
扰乱经济
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散布淫秽、色
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
犯罪等内容的违法信息。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
含有带有性暗示、性挑逗、性诱惑
的；
展现血腥、惊悚等致人身心不适
的；
宣扬炫富拜金、奢靡腐化等生活
方式的；
过度炒作明星绯闻、娱乐八
卦的；
使用夸张标题，
内容与标题严
重不符等内容的不良信息。
对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
征求意见稿提出应当切实履行网络
生态治理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生
态治理工作。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
台采用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推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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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9月20日起，
机动车销售企业可提供购买车辆、
购
置保险、选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
群
众购车后无需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
据了解，此次改革在推进购车
上牌一站办结的同时，
还将查验、审
核工作前置化，实现销售前车辆预
查验、资料预审核、信息预录入。群
众购车后直接选号办牌，当场领取

广告

A4:五星皇家游轮 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长寿古镇、云阳大龙缸/ N1：湖南全景：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岛、南岳衡山、韶山、凤凰古城 G2贵州北线：中国天眼（世界口径最大）、梵净山、镇远古城 、舞阳
10月15日
万州大瀑布、张飞庙、白帝城、瞿塘峡、神女天路/小三峡、巫峡、神女 九大景、芙蓉镇、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袁家界、十里画廊、金鞭溪 河、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贵阳 卧去动车回7日
9月18日 10月15日
60岁以上2690元 60岁以下3290元
峰、神农溪、西陵峡、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武汉黄鹤楼高铁去卧铺回 长沙橘子洲头 双卧9日
70岁以上2890元 65-69岁3090元 60-64岁3490元
6日
9月22日 10月7日 17日 2290元/人
G4:贵州精华: 中国天眼 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织金洞、
B1江西全景 九江、浔阳楼、庐山、景德镇、石钟山、 鄱阳湖 、婺源
安顺、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大峡谷、万峰林、贵阳 青岩古镇 黔灵公
银川、额济纳旗、乌力吉镇、达来呼布镇、居延
X9:金秋胡杨林（月亮湾、 晓起、李坑、江湾）、三清山、井冈山、黄洋界、南昌 双卧9日
园 弘福寺 甲秀楼 卧去动车回8日
10月17日
9月18日 10月17日65岁以上2690元 海、胡杨林景区、八道桥风景区、怪树林、黑水城、嘉峪关城楼 张掖
60岁以上2990元 60岁以下3690元
卧去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390元 卧飞8日3090元起 丹霞地貌(平山湖大峡谷)武威 雷台汉墓、文庙、镇北影视城
飞回8天
10月10日 4590元
H1河南深度：开封府、大相国寺、登封、少林寺、龙门石窟、白马寺、
B4:安徽全景:琅琊山 醉翁亭九华山.黄山.太平湖风景区、宏村.
云台山、焦作、万仙山、郭亮村、红旗渠 林州大峡谷、太行天路、 殷墟
西递.徽州古城.千岛湖.屯溪老街.包公祠.李鸿章故居.合肥双卧8日 B5安徽+江西 琅琊山、九华山.太平湖风景区.黄山.九江、浔阳
遗址、安阳 双卧8日
9月18日 10月12日
9月16日 10月15日 65岁以上2790元 楼、庐山、 景德镇、石钟山、鄱阳湖 婺源（月亮湾 晓起、李坑、江湾）
70岁以上2790元 60-69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590元 卧飞7日3190元起 三清山 井冈山、黄洋界、南昌 双卧11日
9月16日 10月15日
65岁以上3790元 60-64岁4690元 60岁以下5190元 K1云南全景: 昆明、丽江古城. 拉市海、束河古镇、玉龙雪山、丽水
F1陕西全景---西安、亁陵、法门寺（地宫、珍宝馆）、黄帝陵、轩
金沙、彝族村寨 香格里拉 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虎跳峡、 泸沽湖环
辕庙、壶口瀑布、延安 、兵马俑、华清池、华山、古城墙、大雁塔动车
F2 黄河神韵 晋陕奇观连线：太原、悬空村、万年冰洞、东寨、杨 湖游、里务比岛香巴拉时轮坛城、大理洋人街、崇圣寺三塔、蝴蝶泉、
去卧回7日
9月18日 10月16日
家沟、李自成行宫、绥德、乾坤湾、清水湾、甘泉、下寺湾、雨岔大峡 洱海游船、南诏风情岛 昆明.石林.红河大桥.普洱.西双版纳.野象谷.
65岁以上2390元 65岁以下3090元
谷、靖边龙洲丹霞、波浪谷、红石峡、榆林古城 双卧7日
勐仑植物园.傣家村寨.打洛镇.独树成林.中缅国门.墨江.北回归线标
9月22日 70岁以上2990元 志园 双卧14日 超值赠送（720元/人）： 1、丽江大型演出--丽水
C1:山东全景+大连:济南 趵突泉 大明湖 泰山 曲阜三孔 临沂
65-69岁30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290元 金沙！ 2、泸沽湖-环湖游+篝火晚会！ 3、张艺谋导演的'印象丽江'！
蒙山 青岛崂山、太清宫、栈桥、威海 刘公岛 烟台 张裕酒文化 蓬
10月17日
莱 八仙渡风景区 大连 旅顺双飞10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4790元 70岁以下5590元 卧飞13日5290元起
70岁以上5390元 60-69岁5990元 60岁以下6190元 G1:贵州大全线环游:中国天眼（世界口径最大）、梵净山、镇远古
城 、舞阳河、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织金洞、黄果树瀑布、马
C3山东: 济南 趵突泉 大明湖 泰山 曲阜三孔 临沂蒙山 青岛 岭河大峡谷、万峰林、遵义会议会址、赤水大瀑布、四洞沟、竹海、佛 L1川渝精华:广元.阆中古城、昭化古城、南津关 剑门关 武隆、仙
崂山、太清宫、五四广场、威海 刘公岛 烟台 张裕酒文化 蓬莱 八 光岩、丙安古镇、贵阳、青岩古镇、 黔灵公园、弘福寺、甲秀楼 卧去 女山、天生三桥、地缝、重庆 大足石刻 磁器口动车往返6日
仙渡风景区飞去卧回10日
10月15日 动车回13日
10月15日
10月16日
70岁以上4390元 60-69岁4890元 60岁以下5090元
70岁以上2390元 60-69岁2790元 60岁以下2990元
70岁以上4990元 60-69岁5390元 60岁以下5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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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
应建立健全人工干预机制，
建
立用户自主选择机制。
同时，
还应当
在首页、账号页面、信息内容页面等
显著位置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
关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
者，征求意见稿要求，在以发帖、回
复、留言、弹幕等形式参与网络活动
时，积极弘扬正能量，不得复制、发
布、传播违法信息，
自觉抵制不良信
息。
不得利用网络和相关信息技术，
实施侮辱、诽谤、威胁以及恶意泄露
他人隐私、散布谣言、人肉搜索等网
络侵权、网络暴力行为，
侵害其他组
织或者个人合法权益。
此外，
还规定
不得通过人力或者技术手段实施流
量造假、流量劫持以及虚假注册账
号、批量买卖账号、操纵用户账号等
行为，
破坏网络生态秩序。
“网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网络
信息服务严重违规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征求意见稿还指出，对严重违
反规定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内
容使用者依法依规实施限制从事网
络信息服务、网上行为限制、行业禁
入等惩戒措施。
据新华社

9月20日起购车上牌可一站办结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68号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304室
（扫二维码查看更多线路）
公交人民北路二段站16/57/52/73/15/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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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否定，
将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
形象和信誉，
也将严重影响各国企业
对与美国开展合作的信心。
她说，
微软总裁近日接受《彭博
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在
没有以确凿事实、逻辑和法律条款
为依托的情况下，不应对华为采取
限制措施。
“我们敦促美方倾听各界人士
的理性声音，停止泛化国家安全的
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
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经
营活动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
营商环境。
”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那国宝出国是经正常途径吗？
国家文
物局闻风循迹，发现该批青铜组器曾于
2014年在上海出现过，
遂向全国21家文物
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查证。
“所有管理处均
未办理该批青铜组器的临时进出境手续，
有力证实该批青铜组器应为2014年之后
被非法出口至日本。
”
关强介绍说。
3月6日，
国家文物局研究决定，
立即
启动追索工作，并于次日向公安部通报
相关情况。公安部刑侦局立即展开部署，
很快，上海公安即查明了文物持有人情
况、
文物走私证据链条等关键信息。
文物
拍卖委托人和实际持有人周某为上海居
民，
有重大犯罪嫌疑，
被正式立案侦查。

识宝 特别珍稀 含丰富历史信息
鼎、簋、盨、壶、甗、霝……国家文物
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邓超介
绍，目前，这批文物已被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
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特别珍稀。文物所属的春秋古国曾
国，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秘境”。1966
年，京山苏家垄出土“曾仲斿父”九鼎铜
器群，学术界才确认随枣走廊一带有曾
国。1978年，随州发现曾侯乙墓，多数学
者认为曾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近日将两
年前无故扣押的一批电信设备归还
华为公司，从事实上承认了其行为
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华春莹是在回应华为公司因美
国政府归还扣留货物而撤回今年6
月对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诉讼的提问
时作出上述表述的。
华春莹说，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
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诬陷中国
企业，
并滥用国家力量，
打压特定中
国企业，
这种行为既不光彩，
也不道
德，
更是对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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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证、登记证书、临时号牌，正式
号牌邮寄到家，变多个环节为一个
环节，
最大限度地压缩等候时间，
实
现登记上牌更高效、更优体验。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除购车
上牌一站办结外，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
处理简捷快办、临时入境车辆牌证
便捷可办等便捷快办服务也将于9
月20日起推行。
据新华社

独立成团 全陪导游
纯玩无购物 品质保障

E1浙东全景： 三大名山（雁荡山 天台山 普陀山）大龙湫 灵岩
灵峰 国清寺 济公故居 琼台仙谷 绍兴 柯岩鲁镇 兰亭 鲁迅故
居、周恩来故居 奉化溪口 蒋氏故居 天一阁 舟山连岛大桥 朱家
尖 杭州西湖双卧10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3290元
60-69岁3690元 60岁以下3990元 卧飞8日3790元起

E2华东八市: 全球规模最大影视基地横店 （清明上河图、 秦王
宫）杭州西湖 水乡西塘 南京（秦淮河夫子庙 中山陵 ）扬州（瘦
西湖 大明寺 东关古街）无锡（灵山大佛）常熟 (沙家浜）、苏州 （寒
山寺 狮子林）、上海（外滩 城隍庙）双卧9日
10月14日 70岁以上3190元
60-69岁3690元 60岁以下3890元 卧飞8日3590元起
N2湖北：襄阳古城墙、古隆中、武当山金顶.太子坡.紫霄宫.南岩
宫神农架、神龙谷.板壁岩.金猴岭.小龙潭.天生桥.神龙祭坛恩施大
峡谷.云龙河地缝 女儿城 土司城 卧去动车回7日
9月17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2690元 60-69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S1:山西全景：芦芽山 、万年冰洞、 汾河源头 大同、云冈石窟、
五台山、应县木塔、悬空寺、太原、 绵山、晋祠、 壶口瀑布 、王家大
院、平遥古城、运城盐湖、普救寺、鹳雀楼 飞去动车回8日
9月16日 10月15日
65岁以上3390元 60-64岁3790元 60岁以下4690元
D5辽宁精华: 盘锦红海滩 兴城古城 葫芦岛 鞍山玉佛苑
千朵莲花山 本溪水洞

沈阳怪坡双卧8日
9月21日 10月8日
70岁以上2990元 60-69岁3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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