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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成功追索流失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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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70 年人權成就展

亮相聯合國
【香港商報訊】日內瓦當地時間 9 日，在聯合國
人 權 理 事 會 第 42 屆 會 議 開 幕 之 際 ， 中 國 舉 行 的
「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 70 年人權成就展」在聯
合國日內瓦總部開幕。中國人權研究會一行當天同
時舉辦 「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 70 年」邊會，以生
動事例和詳實數據介紹了 70 年來中國人權事業的
成就和經驗。
本次展覽採用圖片與影視、虛擬與現實、線上與
線下相結合形式，展出 120 餘幅圖片、播放 20 餘部
微視頻，還安排了虛擬現實（VR）互動區，為觀
眾了解新中國 70 年人權事業發展進步提供 「身臨
其境」的直觀體驗。

堅持以發展促人權

▲曾伯克父霝霝身銘文。

【香港商報訊】國家
文物局昨天宣布，流失
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
器已被成功追索並已入
境中國。這是中國近年來在國際
文物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
施跨國追索的價值最高的一批回
歸文物。9 月 17 日，曾伯克父青
銅組器將在北京 「首秀」 。

外交刑事聯動促文物歸還
今年 3 月初，疑似中國流失文物曾伯克父青銅組器
現身東京文物拍賣市場，引發各方強烈關注。根據拍
賣方提供的資料，中國文物專家發現，這組青銅器通
體藍鏽，明顯是出土未久而呈現出的新鮮鏽色，且鏽
色與近年湖北隨州文峰塔、棗陽郭家廟等地出土的曾
國青銅器鏽色完全相同。此外，這組青銅器也缺少歷
史流傳的痕跡，未見任何文物收藏着錄，也沒有出入
境手續，因此，可以認定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是遭盜掘
後非法出口到日本。隨後，國家文物局立即啟動流失
文物追索預案，聯合公安部確定了通過外交努力和刑
事偵查相結合方式進行追索。
在外交努力與刑事偵查合力推動下，日本拍賣機構
很快公開聲明中止文物拍賣。今年 7 月，經國家文物
部門和公安機關多方施加壓力，文物持有人同意將該
組青銅器上繳國家並配合公安機關調查。8 月 20 日，
國家文物局、公安部派出的聯合工作組，在中國駐日
本使館完成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實物鑒定與接收工作。
並於 8 月 23 日將文物運送回京。文物回京後，國家文
物局組織國家鑒定委員會和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開展
了系統的鑒定研究和科技檢測，曾伯克父青銅組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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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在昨天的發布會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
此次文物的成功回歸，為國際流失文物追索返還領域
貢獻了新的實踐案例。公安部刑偵局龔志勇副局長透
露，公安機關正就該批文物所涉刑事案件深入開展偵
查取證工作。

70 年 14 萬件海外文物回家
據文物專家介紹，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中鼎、簋、
甗、霝、盨、壺器類同現，品類豐富，鑄造精緻、保
存完整，8 器均有銘文，多達 330 字，蘊含着豐富的
歷史與文化信息。曾伯克父器物群為目前考古發現所
未見，對於研究春秋時期歷史文化、曾國宗法世系以
及青銅器斷代與鑄造工藝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9 月 17 日，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將首次在國內與民眾
見面，亮相國家博物館舉辦的 「回歸之路——新中國
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據了解，這是中
國首次對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成就進行全景式展
覽。
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司長羅靜介紹說，
自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
訟、協商捐贈、搶救徵集等方式，已促成了 300 餘批
次，14 萬餘件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國家文物局從中
精心挑選了 25 個最具代表性、文物價值高的流失文物
回歸經典案例在展覽中展出。每個案例都蘊含着許多
精彩曲折、不為人知的故事。除曾伯克父青銅組器
外，展出文物還包括大名鼎鼎的圓明園獸首、伯遠帖
卷、中秋帖卷、青銅虎鎣、龍門石窟佛像等。

青銅器印證曾國歷史
據專家介紹，曾伯克父青銅組
器，應是源自湖北隨棗一代、春秋
早期曾國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文
物。組器共 8 件，包括 1 鼎、1 簋、1
甗、1 霝、2 盨、2 壺，從形制、銘文、紋飾、鑄造等方面
均體現出典型的春秋早期青銅器的時代風格。這批
青銅器銘文眾多，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其中簋器、
蓋對銘共 100 字，壺每件器、蓋對銘共 48 字，銘文的
字形筆畫圓滑，字形遒勁飽滿，布局錯落有致。每
器均帶有自名，蘊含着豐富的歷史信息。
此外，該批青銅器鑄造工藝極為精緻，通過 X

光照相技術可以看出，所有青銅器都為範鑄成
型，鼎、甗耳部為直接鑄造，簋、盨、壺等則先
鑄出器身，同時耳部鑄造出銅榫，然後再安裝器
耳活塊範，鑄造器耳，體現了中國古代高超的青
銅器鑄造工藝。
據了解，曾國在傳世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
1966 年 京 山 蘇 家 壟 出 土 「曾 仲 斿 父 」 九 鼎 銅 器
群，學術界才確認隨棗走廊一帶有曾國，1978 年
隨州發現曾侯乙墓，多數學者認為曾國就是歷史
文獻中記載的隨國。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對此前的
曾國墓葬考古發現有着重要的補充印證作用。

內地放寬港澳貨車司機換證年齡
【香港商報訊】中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巡視員劉
宇鵬昨天在北京透露，為方便境外人員入境駕車出
行，公安部將推出 6 項臨時入境車輛人員出行便利措
施。措施將於 9 月 20 日起推行。
交管部門還將試點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電子化。對
香港和澳門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通行，澳門機動車進
入橫琴，台灣地區機動車進入平潭的核發電子臨時入
境機動車牌證，不再發放紙質牌證。電子臨時入境機
動車牌證有效期為 1 年。
同時，放寬港澳台居民換領大中型客貨車駕駛證年

齡。對持港澳台大中型客貨車駕駛證換領內地駕駛證
的，申領年齡由 50 周歲延長至 60 周歲，便利港澳台
大中型客貨車駕駛人在內地駕車。
劉宇鵬介紹，放寬貨車駕駛證年齡限制，是為了
延長港澳台人員駕駛車輛的工作年限，增加就業機
會，保障改善民生，促進港澳台和內地（大陸）物
流運輸發展；進一步優化提升進入內地（大陸）的
車輛牌證服務管理，便利港澳台駕駛人在內地（大
陸）駕車，更好地服務促進港澳台和內地（大陸）
經貿發展和人員的往來，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平潭
綜合試驗區的發展。
為簡化臨時駕駛許可申領手續，公安部明確申請小

型汽車、摩托車臨時駕駛許可可持入出境身份證件、
境外駕駛證及其中文翻譯文本直接申領，不需要再進
行身體條件檢查。同時，簡化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辦
理程序。對在境外登記 6 年以內的 7 座以下非營運小
微型載客汽車、摩托車，免予到檢驗機構進行安全技
術檢驗。
此外，延長臨時駕駛許可使用期限。對入境短期停
留的，可以申領有效期為 3 個月的臨時駕駛許可；停
居留時間超過 3 個月的，有效期可延長至 1 年。延伸
臨時入境牌證窗口服務，推進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和
臨時駕駛許可業務向縣級下放，並在入境人員車輛較
集中的機場、港口等地設立交管服務站，方便入境車
輛就近辦、一次辦。

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陳旭在開幕式
致辭中表示，70 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全面提
高，民主法治建設持續推進，特定群體權利持續完
善，全面深入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陳旭強調，中國人權事業取得舉世矚目
的成就，關鍵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
路。中國堅持立足國情，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堅持
以發展促人權，以法治促人權，以開放促人權。
多位觀展使節表示，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為廣大發
展中國家樹立了成功典範，希望學習借鑒中國人權
事業發展經驗，也希望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提出更
多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倡議和主張，推動國際人
權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在當天舉行的 「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 70 年」邊
會上，主持會議的中國人權研究會副秘書長吳雷芬
表示，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中國高度重視促進和
保護人權，堅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本國實際相
結合，使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會上，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通過列舉
貧困人口數量、人均住房面積、居民預期壽命等諸
多數據，指出新中國 70 年成立來，中國人權保障
經歷了跨越式發展，其中一大原因即為中國走出了
以發展促人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成功道路。
就以法治建設促進人權保障，中南大學人權研究
中心執行主任毛俊響表示，70 年來，中國不斷完善
人權保障法律體系，如加大對胎兒、未成年人、老
年人等特定主體民事權利的保護，同時中國還有效
提升了人權司法保障水平，2013 年以來中國法院依
法糾正重大冤錯案件 39 件，涉及 78 名公民；如對
備受關注的案件進行庭審直播，以司法公開推動司
法公正。

新型可回收飛船
未來接替「神舟」
【香港商報訊】 「神舟」號飛船總設計師、中國
工程院院士戚發軔昨天透露，在 「神舟」飛船之
後，中國正研制新型可重複使用多功能載人飛船。
在昨天舉辦的 「中國衛星導航與位置服務第八屆
年會暨中國北斗應用大會」上，戚發軔指出， 「原
來 『神舟』號飛船滿足不了當下的航天發展需求，
因為我們以後可能還要登月、去火星」。為此，中
國正在研製新的多功能可重複使用載人飛船。
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此前表示，
新型載人飛船是面向中國載人航天未來發展需求而
論證的新一代載人天地往返運輸飛行器，飛船採用
返回艙與服務艙兩艙構型，全長約 9 米，最大發射
重量 23 噸，在充分繼承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已有技
術的基礎上，在結構、推進、回收、可重複使用等
方面採用了一系列先進技術，使飛船具備高可靠、
高安全、低成本和宜居的特點。飛船採用模塊化設
計，可適應近地軌道飛行、載人月球探測和載人深
空探測等多種任務。

新返回艙模型已進行試驗
為驗證新型載人飛船新氣動構型設計、可重複使
用等關鍵技術，獲取返回艙氣動特性參數，中國航
天科技集團研製了多用途飛船返回艙，返回艙採用
1：0.63 的縮比外形，於 2016 年 6 月搭載長征七號
運載火箭進行了飛行試驗。
昨天，對於外界關心的空間站建設，戚發軔還透
露，中國空間站計劃 2022 年至 2024 年建成。中國
空間站任務階段的首次飛行——長征五號 B 運載火
箭預計於 2020 年上半年組織實施。據了
解，中國空間站基本構型包括 「天和」核
心艙、 「問天」實驗艙和 「夢天」實驗
艙，每個艙段規模 20 噸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