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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取得标志性成果

流失英国 25年 68件走私文物
“回家”
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名单公示

97个创建单位入选

◆这是从英国回归的国家二级文
物——唐三彩七星盘（资料照片）。
◆这是从英国回归的部分文物（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11月 18日上午，记者从国家文物
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
局 2020年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
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
悉，今年 1月以来，国家文物局与外交、 权的方法的公约》
（简称
海关等部门合作，在中国驻英国使馆的 “1970年公约”
），国家文
支持下，历时 10个月，将流失英国 25 物局向英方发出追索函，
年的 68件走私文物追索回国。
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返还要求。今年 7月 29
历时 25年
日，中国驻英使馆公使衔
68件文物终于回归祖国
参赞于芃带队赴英方仓
库清点，国家文物局最终
时间回到 1995年 2月，英国警方
在侦破一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过程中， 认定追索文物共 68件，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同意
发现疑似中国文物，经国家文物局鉴定
全部归还。
为中方禁止出境文物。当年 3月，英国

◆这是从英国回归的国家二级文物——元明时期
石雕马（资料照片）。

警方截获并扣押嫌疑人运抵英国的大
疫情之下
量文物，国家文物局派员赴英鉴定，确
委托使馆接收、
认为走私中国文物。
国内点交核实
文物追索工作随之展开，在国务院
统一部署下，多部门共同组成“追索英
考虑到疫情因素，国家文物局采取
警 方 查 扣 走 私 中 国 文 物 工 作 小 组 ”。 “委托使馆接收、国内点交核实”的文物
1998年，该案两名主要嫌疑人与国家
回运方案，委托专业机构办理出境许
文物局签署归还文物协议书，3000余
可，量身定制包装，协调返程航班，确保
件返还文物运回北京；
该案另一名嫌疑
文物安全。
人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和解，归还 7件文
10月 16日，国家文物局授权中国
物。但该案中的一名文物购买人拒绝
驻英国使馆，与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进行
参与协商，涉案文物一直被英警方扣
文物移交，签署文物接收确认书。
押。
10月 19日上午，刘晓明大使举行
国家文物局始终未放弃追索，长期
线上文物返还移交仪式，伦敦大都会警
关注事态进展。时至 2020年 1月，伦
察局、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有关
敦大都会警察局联系中国驻英使馆，告
负责人出席。当晚，中国驻英国使馆由
知因购买人去向不明，且扣押时间超过
专人护送文物至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追诉期，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
68件文物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
物，主动提出希望将这批文物归还中国
10月20日下午，
这批文物搭乘中国
政府。
国际航空公司 CA938次航班抵达北京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
首都国际机场。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
北京鲁迅博物馆、
中国文物
信息咨询中心三家直属单位分工协作，
连夜完成文物查验并点交入库。

文物器型丰富
品相好、时间跨度大
文物抵京后，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
专家鉴定。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
司长兼文物返还办公室主任邓超介绍
说，68件文物中，暂定二级文物 3组 13
件、三级文物 30件、一般文物 25件，包
括瓷器、陶器、石器、铜器等。
这批文物具有怎样的价值和特
点？邓超谈道，这批文物一是时间跨度
大，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二是产地
分布广，江西、安徽、福建、河南、陕西、
河北、贵州等地均有所见；三是器型丰
富，品相较好，精品较多，一些文物具有
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新华社电 文化和旅游部 18
日公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名单，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内
的 97个创建单位入选。
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更好发挥旅游业在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的
作用，有序推进旅游业恢复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在总结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开展了第二批示范区验收认定工
作，以发展全域旅游推动产业振
兴、提振行业信心。
此次认定工作依据《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
办法（试行）》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验收标准（试行）》，围绕政策保
障、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创新示范
等 8个方面，组织会议评审和第三
方机构现场检查，确定了公示名
单。
此次入选公示名单的还有河
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安徽省六安
市金寨县、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甘
肃省嘉峪关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等。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 3
月印发的《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的指导意见》，全域旅游应着力推
动旅游业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转变，从粗放低效方式向精细高效
方式转变，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
开放的“旅游+”转变，从企业单打
独享向社会共建共享转变，从景区
内部管理向全面依法治理转变，从
部门行为向政府统筹推进转变，从
单一景点景区建设向综合目的地
服务转变。
据悉，2019年 9月文化和旅
游部公布了首批 71家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
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所持有的内蒙古恒新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5户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基准日：2020年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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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蒙古恒新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恒达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恒新公路发展股份有 出质人：
保证人：内蒙古新维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维邦房地产开发集
限公司
团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孙平、苏美丽。

2

抵押人：锡林浩特市民禾商务会馆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民禾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民禾天然气发展有限责 出质人：张宝林（财产共有人郭俊霞）、张津浩、王燕、锡林浩特市民禾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内蒙古民禾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宝林、张津浩、杜彩霞、郭永泉、郭勇。
任公司
信用（类信贷业务）

3

呼和浩特市蒙瑞顺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润金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宏慈商贸有
呼和浩特市宏慈商贸有限责 保证人：
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旺精煤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武金永（财产共有人胡树果）；
任公司
出质人：李鹏、
董永换、张林惠、王改富、郝俊生、贾小欢、武金永、胡树果、武金花、王三仁、
刘三白、郭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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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证人:托克托县蒙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清水河县德胜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内蒙古鑫龙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土默特
土默特左旗千秋贸易有限责 左旗千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张华、土默特左旗千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张玉青、付爱梅；
任公司
出质人：李贵红、郭五黑眼、郭满全、侯秀珍、李建芬、李建雄、樊永明、李云、李慧明、赵广鲜、张俊强、胡喜娥、张海兵、 7707566.11
张小兵、张晗、
张华、付爱梅、张秀兰、孙德胜、杨秀珍、刘补连、王丽云、张国强、孙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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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2367115.22

5

包头市华灵不锈钢有限公司 保证人：内蒙古华业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金良春、邵菊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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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0
1

0.00

20298519.42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面对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

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联 系 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8163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8172 邮政编码：010010

9980460.41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工业园区如意和大街西蒙奈伦广场 8号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0年 1
1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