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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24日消息，
中國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孟宏
偉涉嫌受賄一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
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日前，最高檢依法以涉嫌受賄罪對孟
宏偉作出逮捕決定，該案正在進一步
辦理中。孟宏偉長期在中國公安系統
工作，被查前還擔任國際刑警組織主
席。 ■香港文匯報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25日通報了去
年檢察機關依法懲治侵犯知識產權犯
罪，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的相關情
況。據介紹，去年檢察機關共批准逮
捕涉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3,306件
5,627人，同比均上升31.7%；提起公
訴 4,458 件 8,325 人，同比分別上升
21.3%和22.3%。 ■中新網
伊朗中國圖書中心24日在德黑蘭大
學舉行揭牌儀式，此次中方向伊朗中
國圖書中心捐贈1,000餘種圖書，涵蓋
當代中國國情、傳統文化等多個類
別。中國圖書中心項目是由中國外文
局自2015年啟動的全球文化傳播項
目，伊朗是中外合作建立的第九個中
國圖書中心。 ■新華社
浙江省紀委、省監委24日發佈消息
稱，台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祥榮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
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新華社
河北省衡水市政府消息稱，25日上
午，衡水市桃城區大慶路問津街翡翠
華庭項目1號樓施工升降機發生折斷
傾覆，造成11人死亡，2人重傷。相
關部門已經開展事故調查。

■新華社/中新社

新聞 速遞

各方領導人聚燕山腳下 推動國際合作邁高質量

「帶路」歐洲升溫 惠民億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4日是首個
「多邊主義與外交促進和平國際日」。第73屆
聯合國大會當天舉行高級別會議，70多位發言
者先後登上聯大講壇，就多邊主義和外交對於
維護、促進世界和平的作用闡述各自觀點。

聯大主席籲集體行動應對挑戰
第73屆聯大主席埃斯皮諾薩主持會議並發
言。她說，當今的全球挑戰只能通過多邊主義
解決。她強調，要解決世界各地的暴力衝突問
題，需要更多的外交和對話；要有效應對單邊

主義，世界也需要展現更多的團結精神，並採
取更多的集體行動。
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維奧蒂宣讀因前往北京參加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而未能親
自出席會議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致辭說，
當前多邊主義正遭遇挑戰，多邊主義不能只停留
在口頭，必須證明多邊主義方式確實能解決全球
問題、實現公平普惠的全球化。他呼籲國際社會
重溫聯合國創始時的緊迫感，加大力度建設遵從
規則的國際秩序，使行動有效的聯合國位於其核
心。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吳海濤發言時指出，聯
合國是多邊主義的旗幟。中方期待聯合國在維護
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深化國際合作方面發
揮引領作用。中國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
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吳海濤表示，中國始終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

多邊主義的踐行者。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是對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重要貢獻，豐富了新形
勢下多邊主義實踐。相信在即將舉行的第二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各方將發出支持多
邊主義、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共同聲音。

中國代表呼籲各國維護多邊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國家衛健
委25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國家衛健委體制改革
司副司長薛海寧在會上介紹了藥品領域改革總
體的進展和成效。薛海寧透露，2018年開展抗
癌藥省級專項採購後，共有1,714個藥品降價，
平均降幅10%。

17抗癌藥平均降價一半
在談及降低藥品價格方面，薛海寧表示，去年
國務院決定對進口抗癌藥實行零關稅，開展抗癌
藥醫保準入專項談判，新增17種抗癌藥進入醫保
目錄，價格平均降幅為56.7%。各地抗癌藥降稅
降價政策逐步落地見效，所有省份都全部實現掛
網採購，並且納入醫保支付。在北京、上海等11
個城市開展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試點，
改革成效初現：藥品價格有效降低，試點地區中
標藥品價格平均降幅達到52%。
薛海寧指出，下一步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秘書
處將協調相關部門，繼續扎實推進藥品領域改
革，健全藥品供應保障制度，更好的滿足群眾看
病就醫需求。

意返還文物亮相國博館 改革見效 1714藥品降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由文
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聯合主辦的「歸來-意
大利返還中國流失文物展」24日在中國國家博
物館開幕。展覽從此前由意大利返還的796件
中國文物藝術品中選出700餘件，免費向公眾
展出，展覽將持續至6月30日。文化和旅遊部
部長雒樹剛表示，此次文物返還，是中國流失
文物追索返還工作中歷時最長的案例，也是近
20年來最大規模的中國流失文物回歸。

時代跨度從史前至民國
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四大圈紋雙耳彩陶
壺、西漢彩繪繭形陶壺、唐代彩繪陶駱駝、宋
代白釉刻花碗、明代綠釉陶床……今次展覽共
展出796件回歸文物中的700餘件。據文物專家
介紹，這批中國文物藝術品主要源自甘肅、陝
西、四川、山西、河南和江蘇等地的出土與傳
世文物，時代跨度從新石器時代至民國時期，
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其中，豐
富多樣的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精美多姿，為
研究史前社會風貌提供直接的物質資料。

12年回歸之路
2007年

意大利蒙扎地區保護文化遺產憲兵隊在當地
文物市場發現大量疑似非法流失的中國文物
藝術品。
2008年

中國駐意大利使館收到意方暫時扣押該批文
物藝術品的通知。之後，案件進入長達十年、複
雜曲折的司法審判過程。
2018年11月

米蘭法院作出將796件文物藝術品返還中國
的最終判決，中意兩國文化遺產主管部門隨
即啟動返還文物的確認接收工作。
2019年3月23日

在習近平主席、孔特總理的見證下，中意兩國
代表在羅馬交換了796件文物藝術品返還證
書。
2019年4月10日

這批流失海外多年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抵達北
京，重回祖國懷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彩繪繭形陶壺
西漢
（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彩繪陶駱駝 唐
（公元618年-907年）

四大圈紋雙耳彩陶壺
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
（公元前3800-前2050年）

白釉刻花碗 宋
（公元960年-1279 年）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以「深化合
作共識，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為主
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政
策溝通分論壇25日上午舉行，來自約50個國
家和20多個國際組織的300多位中外方嘉賓
出席會議。論壇共形成60多項高含金量成
果，包括發佈《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
展、貢獻與展望》7種外文版，與多個國家和
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
第三方市場合作等領域文件，並推動了一批務
實合作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銀行盧
森堡分行發行的總額為5億美元的「一帶一
路」主題債券24日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正式
掛牌上市。該債券是首隻在盧森堡證交所掛牌
上市的以「一帶一路」為主題的債券。
據介紹，此次中國銀行盧森堡分行發行的5

億美元3年期浮息債券共吸引了超過20億美元
的有效訂單，實際超額認購倍數大於4倍。據
悉，中行已先後發行5期「一帶一路」主題債
券，總規模近150億美元，發行幣種達到7
個。

香港文匯報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赴北京參
加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前夕
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新加坡與中國第三個
政府間合作項目──新中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
示範項目，通過陸海雙向通道的建設，從陸上
將中國西部的廣大地區與廣西的海港相連，再
通過海運經新加坡直達東南亞其他地區，不僅
將重慶與新加坡連接起來，更將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連接起來。通過重慶互
聯互通示範項目這個平台，新中兩國共同為東
南亞地區的發展提供服務，意義重大。

論壇4大看點
一、參會規格空前

37國元首、政府首腦等領導人及聯合國秘
書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將出席本屆高
峰論壇，嘉賓陣容比第一屆更為強大。論壇
期間，中國領導人將向世界傳遞什麼信息，
與各方領導達成哪些共識，值得高度關注。
二、聚焦高質發展

分析指出，如果說首屆論壇主要推動各方共
識，那麼第二屆論壇就是要制定更具體的舉
措，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實現高質量發
展。如何針對一些問題改善薄弱環節、促進
「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凝聚更大共
識，也將是議題之一。
三、首辦企業家會

本屆高峰論壇分論壇數量擴大到12場，比
首屆增加一倍，增設廉潔、數字、綠色、創
新、地方合作、境外經貿合作區主題分論
壇。論壇還將首次舉辦企業家大會，為各國
工商界對接合作搭建平台。
四、預期成果豐碩

論壇期間，領導人圓桌峰會將發表聯合公
報，各方將達成一系列政府間合作協議和務
實合作項目，一些發達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
將同中方簽署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文件，各
國工商界將簽署一批合作項目協議……務實
合作成果將真正惠及各國人民。

資料來源：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24日在
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總裁拉加德和日本首相特使、自民黨幹事長二
階俊博。

在會見拉加德時習近平指出，拉加德女士
積極推動 IMF同中國開展合作、支持共建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方對此表示讚
賞。中國積極評價同IMF的良好關係，希望
繼續深化雙方合作。我們歡迎IMF等國際機
構更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願通過這
一合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提
供更好的公共產品。

收安倍親署信望中日民心通
拉加德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在國
際事務中發揮領導力的重要體現。世界需要中
國，全球經濟增長離不開中國的持續發展。中
國經濟政策是穩健和有效的。IMF重視同中國

的合作夥伴關係，願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
幫助。
在會見二階俊博時，二階俊博向習近平轉交
了安倍晉三首相的親署信，習近平請二階俊博
轉達對安倍的問候。
習近平指出，當前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
雙方要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
則，把中日「互不構成威脅」、「互為合作夥
伴，相互支持對方和平發展」的政治共識落到
實處。中方歡迎日方繼續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
放，希望日方更加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習近平提到，今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
進年，雙方要在兩國民間特別是青少年當中廣
泛播撒友好種子，推進民心相通。

習主席歡迎IMF更積極參與「帶路」

今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歐洲
國家反響熱烈。歐盟及其周邊國家出席本

屆論壇的領導人多達九位，比如意大利、瑞士、
希臘、匈牙利、葡萄牙等；此外，歐盟以及英
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也將派出領導人委
託的高級代表與會，體現出歐洲各界對於「一帶
一路」倡議的信任和參與不斷升溫。

政府與各行業踴躍出席
不但歐洲各國政府對出席本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很踴躍，歐洲各行業從業者也
都非常關注。很多來自歐洲地區金融行業或者高
科技行業的朋友，都會晒出他們他們去中國準備
參加論壇的照片，這讓本屆「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成為最近一段時間的一個熱點話題。
由於歷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使歐洲在「一帶一
路」倡議中起到一個獨特的作用。從歷史的角度
看，中國和歐洲之間的互聯互通在歷史上源遠流
長，由來已久——絲綢之路的概念就來源於德國
人李希霍芬；從地理位置來看，歐洲作為絲綢之
路的陸上終點，已成為聯通世界的重要樞紐。
如果攤開一張歐洲地圖不難發現，實際上
「一帶一路」正逐漸覆蓋整個歐洲。

北歐漸成為重要參與者
首先，中歐、東歐國家是「一帶一路」倡議
的先行者：匈牙利是第一個和中國簽訂「一帶一
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的歐洲國家，連接布達佩斯
和貝爾格萊德的匈塞鐵路正在開工建設。其次是
北歐，北歐也逐漸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
參與者：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芬蘭和
挪威等國開始推進「北極走廊」項目，未來，來
自亞洲的貨物有望在挪威的希爾克內斯等北冰洋
沿岸地區裝卸，然後進入歐洲各地。

覆蓋面廣項目不斷做實
西歐和南歐：繼意大利、盧森堡等國加入
「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據一些歐洲媒體報道，
瑞士極有可能在此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和
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協議，鑒於這些國家
的特殊地位，他們的加入將會進一步推動「一帶
一路」倡議在歐洲的發展。
「一帶一路」的項目在歐洲，不但覆蓋面不
斷變得更加廣大，深度上來說，也在不斷做實。
從陸上來看，有中歐班列；從海上來看，比

如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也成為中歐「一帶一路」
合作的重要典範。經過中希的合作運營，比雷埃
夫斯港的全球排名已從2010年的第93位躍升至
第36位，以此為樞紐的55條海運航線輻射地中
海周邊地區並連接各大洲。項目對希臘直接經濟
貢獻超過6億歐元，為當地創造1萬多個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新華網報道，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屆「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同各方領導人齊聚燕

山腳下，總結經驗、凝聚共識，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邁向高質量發展。自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項目在歐洲覆蓋面不斷擴大，深度也不斷做實，

「一帶一路」倡議已將歐亞大陸變成命運共同體。展望未來，「一帶一路」倡議

東邊牽着最具活力的亞太經濟圈，西邊連着歐洲經濟圈，雙方的互聯互通必將提

升歐亞大陸的全球影響力，惠及億萬民眾。

「帶路」主題債券盧森堡掛牌 新中重慶項目連接海陸絲路 分論壇形成60多項合作成果

帶帶路路峰會峰會聚焦

■■中歐班列中歐班列「「長安號長安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隨中國鄭州－比利時列日的中歐班
列的開通，比利時企業進口自中國的商
品觸手可及。圖為工作人員在比利時整
理進口自中國的泳衣。 資料圖片

■■中國超大型集裝箱貨輪中國超大型集裝箱貨輪「「中遠海運中遠海運
雙魚座雙魚座」」輪停靠希臘比雷埃夫斯港輪停靠希臘比雷埃夫斯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習近平2424日會見國際貨幣基日會見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總裁拉加德金組織總裁拉加德。。 新華社新華社

■民眾在醫院排隊取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