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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贤ʩ徐海涛ʩ蒋成

đ有了冷链运输车和冷库，
再也不愁我们这里高山蔬菜卖
不出去ɇ卖不上价钱了ɈĒ看着
大清江蔬菜冷库里一袋袋刚采
摘的高山蔬菜装车，一辆辆外
地牌照的蔬菜运输车在山路上
穿梭，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
族自治县火烧坪乡的蔬菜种植
户们很是高兴Ɉ

田间地头一个个冷库 ，

国际物流一厢厢冷柜，让农
产品外销半径扩大，实现错
峰销售提高收益Ɉ作为农产
品进城的đ大动脉Ē，不断发
展的冷链物流惠及越来越多
的农户，带动群众脱贫增收，
在巩固脱贫成果中的作用越
发明显Ɉ

山里蔬果上了大

江南北的餐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处武
陵山区的长阳县火烧坪ɇ乐园
等地率先规模种植白菜ɇ萝
卜ɇ西红柿等蔬菜Ɉ最初只卖
到宜昌，随着种植规模和产量
成倍增长，菜多得吃不完Ɉ菜
农老覃说，眼睁睁看着上好的
鲜菜囤在地里，卖不上价，让人
痛心ʘ

严峻的形势倒逼人们开拓
外地市场，建设冷库，扩大销售
半径Ɉ如今，长阳高山蔬菜的
最远销售半径达到1500公里，

综合产值超过20亿元，10多万
农民依靠蔬菜产业增收脱贫奔
小康Ɉ

2017年初至今年4月，贵州
省累计投入38亿元建设冷链体
系，建成冷库722座，投运冷链
运输车辆1281辆，助推đ黔货出
山ĒɈ统计数据显示，在不断完
善的冷链体系支撑下，贵州省
农产品外销率从2016年的10%
提升至2018年的23.4%Ɉ安顺
韭黄ɇ黔东南莲花白将原有300
公里的销售半径，延伸到山东
青岛等城市Ɉ

革命老区广西百色是重
要的đ南菜北运Ē基地，每年蔬菜产量约270万吨，其中
150万吨左右用于外调；上百万吨的水果产量，外运比
例也超过三分之一Ɉ近两个月，芒果ɇ香蕉ɇ猕猴桃等
水果陆续上市，一趟趟百色一号专列满载着这些新鲜
果蔬，经过长途跨省冷链物流，运抵北京等地Ɉ

百色一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永晨介
绍说：đ专列已实现每月不低于3列常态运营Ɉ相较
于汽运高峰期，铁路冷链物流成本降低30%，还能第一
时间让北方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南方果蔬ɈĒ

对接冷链班列卖出国门

近年来，随着đ一带一路Ē建设的不断深入，一些藏在
深山的蔬果凭借冷链物流上了外国人的餐桌Ɉ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10万只小龙虾通过中欧班列（武
汉）运到莫斯科，当地的进口商通过线下渠道将小龙虾送
入当地餐馆和酒吧Ɉ

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称，冷链
化是中欧班列的发展趋势Ɉ自2016年中欧班列（武汉）首
次采用冷链技术以来，小龙虾ɇ宜昌柑橘等中国农产品被
运往欧洲Ɉ

đ我们去年出口柑橘3万多吨，价值2.1亿元，户均增
收5000元以上ɈĒ湖北星翔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
长王恩珍说，đ一带一路Ē倡议提出以来，客商越来越多，
物流越来越便捷，柑橘出口量逐年递增，为农民打开了脱
贫致富的新路Ɉ

在广西，冷链物流不仅惠及贫困的大石山区，也给区
域开放发展带来了活力ʘ
防城港市地处北部湾经济区，边贸生意红火Ɉ防城

港车站已开通广西至北京ɇ上海ɇ沈阳ɇ济南等地的多
条铁路冷链线路班列，畅通了东盟至防城港再到华北ɇ
东北ɇ华东地区的铁路冷链运输大动脉，还连接上中欧
班列Ɉ中欧班列（南宁-河内）集装箱跨境直通运输班
列已开行10余趟，苹果ɇ洋葱等被运到越南河内等地Ɉ

在巩固脱贫成果中的作用越发明显

đ脐橙之乡Ē宜昌市秭归县，原来8月就过季的夏橙依
然在热销Ɉ当地的华维农村交通物流配送中心通过为电
商企业冷藏夏橙，使产品的市场周期由5月至8月延长到5
月至9月，价格由2.2元/斤增长到3.2元/斤，而冷藏费每
月仅0.07元/斤Ɉ

đ脐橙熟了，商贩一来，大家抢着采收，议价权拱手
相让ɈĒ宜昌市物流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说，建立产地冷
库有助于延长柑橘的货架期，实现错峰销售，避免果贱
伤农ʘ

通过冷藏库收储，贵州修文的猕猴桃销售时间从
上年秋天延至次年春节前后，错峰后价格增长100%
以上Ɉ

冷链建设不仅有效延长农产品市场周期，推动果蔬ɇ
海产品ɇ肉类产品上行，调节了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还
延伸了农产品产业链条，从而增加农产品收益，为决战脱
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Ɉ

近年来，贵州省镇宁县发展精品水果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上半年全县水果采收面积为19.23万亩，总产量达
14.27万吨Ɉ全县精品水果产量10万吨，产值20亿元Ɉ其
中，良田镇围绕李子ɇ百香果ɇ火龙果等主导产业发展农
业经济，1万多名贫困人口受益Ɉ

đ我就是通过种植火龙果，一举甩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ɈĒ贵州省镇宁县良田镇坝草村果农老周说，đ有了
冷库，大果可以卖三四元一斤，小果可以做成火龙果
酒ɇ火龙果干和果汁ɈĒ

ż从冷库建成后，良田镇的火龙果就没有出现过滞
销ʘŽ良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卢声磊说，đ农村冷链物
流建设在巩固脱贫成果中的作用越发明显ɈĒ

新华社武汉9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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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施雨岑ʩ王鹏

2019年春，罗马Ɉ随着中意两国代表交换相关证书，796件
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被正式返还Ɉ这次文物返还，是近20年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舆论称之为đ最美的重逢ĒɈ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追索流失文物领域面对众多新问题：
曾被抢走的国宝即将在海外被đ合法Ē拍卖怎么办？盗墓贼疯狂
盗宝违法私卖出境怎么办？被盗掘国宝却被捐赠给外国博物馆
đ依法Ē收藏怎么办？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Ɉ

救ż虎Ž归ż馆Ž

把准国际风向 团结就是力量

青铜đ虎鎣Ē，圆明园旧藏，是现存唯一一件以虎为装饰主题
的商周青铜鎣Ɉ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青铜đ虎鎣Ē从此
流落英国Ɉ

2018年3月，英国一拍卖机构网站显示，国宝đ虎鎣Ē将被拍
卖Ɉ一旦拍卖完成，đ虎鎣Ē就很可能再次đ虎落平阳Ē，落入垂涎
中华国宝者手中，甚至下落不明Ɉ

坐视国宝散失，还是谋划奋起救đ虎Ē？这是一个选择Ɉ
中国政府做出了选择：ż将继续按照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规

定，通过一切必要途径开展流失文物追索ʘŽ

中国市场做出了选择：đ如该拍卖机构执意拍卖我国流失文
物，将终止与其开展的一切商业合作往来ɈĒ

中国人民做出了选择：đ要求一切机构与个人尊重属于中国
的文物！Ē

众志成城Ɉ一个đ惊天逆转Ē戏剧性地出现了ČČ该拍卖机
构负责人向国家文物局表示，购得đ虎鎣Ē的境外买家希望将其
无条件捐赠给国家文物局Ɉ2018年12月，青铜đ虎鎣Ē正式đ入
住Ē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此đ猛虎归山ĒɈ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邓超告诉记者，此
次成功救ż虎Ž与准确把握住了国际上文物追索大趋势相关ʘ他
表示，近年来国际环境对青铜đ虎鎣Ē这类不在đ1970年公约Ē约
束范围内的流失文物态度明显改观，法国ɇ德国等一些国家纷纷
开始在道义和舆论上转而倾向将流失文物归还给原属国Ɉ

记者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多次叫停流失文物海外
商业拍卖，救宝回国Ɉ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救ż虎Ž成功得益于举国同心ʗ
民气可用，真正显示出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在追索流失文物工作
领域的巨大能量Ɉ

英雄救ż美Ž

勇擒盗墓贼一个不少 智取唐皇后椁ʩ画回国

她的姑奶奶是武则天，她的丈夫是唐明皇，她是大唐的武惠
妃ɇ贞顺皇后，她的墓被盗了个干净Ɉ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Ɉ2004至2005年，有盗墓贼对陕西西安
的唐贞顺皇后陵墓实施长达一年多的疯狂盗掘Ɉ虽然2006年2

月此案便已告破，10余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还追回了100
余件文物，但该陵墓内的彩绘石椁和数幅壁画却已被分解打
包倒卖出境，被美国一名古董商购得Ɉ

贼，是违法的，不能放跑一个；宝，是国家的，要设法找
回来Ɉ

警方与文物部门联手出击：或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石椁
证据资料ɇ或组成追缴涉案文物谈判小组赴港谈判ĔĔ一追
就是数年Ɉ

追索工作推进并非一帆风顺Ɉ中国兵法，攻心为上Ɉ办
案人员灵机一动，决定邀请购得被盗文物的相关人员到陵墓
现场实地考察Ɉ

墓葬被盗现场的情况，极大地触动了应邀来华的古董商
代理人Ɉż这石椁在美国仅是众多古代艺术品中的一件而已，

但在中国它却承载着一段历史，不可替代ʘŽ该代理人当场表
示，将帮助尽快促成石椁归还中国Ɉ

2010年，美国古董商最终同意将被盗石椁返还中国，次年
又将涉案的壁画全部返还Ɉ至此，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
全数追缴到案Ɉ

据记者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保持对文物犯罪
高压态势Ɉ仅2017年以来，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3次开展专项
行动，累计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1677起，追缴文物1.3万
余件Ɉ

金鸟归国

重法治 求合作 创新路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文化重要发祥地Ɉ在这里，一只
đ金鸷鸟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和它黄土之下的同伴们一道，因
遭盗掘流落法国，此后被收藏者捐赠给了吉美博物馆Ɉ

đ倦鸟Ē该归国，却难归Ɉ据专家介绍，依相关国家国内法
规定，进入公立博物馆的被盗流失文物就已化为他国đ公共物
品ĒɈ困住它的，是冰冷的法律锁链Ɉ

不抛弃ɇ不放弃，重法治ɇ想办法Ɉ有关方面经过数年艰
苦谈判协商，最终得到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ČČ由文物原
收藏者分别与法国政府解除捐赠协议，使之退出国家馆藏，再
由他们将文物返还中国Ɉ这批đ飞Ē返祖国的金鸟，为世界提
供了突破文物所在国法律障碍实现文物返还的成功案例Ɉ

đ国际道义规则虽然可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应鼓励世界
各国尽最大可能遵守之Ē；

đ为了保护已知的考古遗迹免遭盗掘与掠夺，各国应以适
当的方式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Ē；

đ鼓励各国建立可自由ɇ便捷访问的被盗文化财产国家数
据库，并将国家数据库与国际数据库相链接Ē；

ĔĔ
2014年9月，第四届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专家会议发布《敦

煌宣言》Ɉ在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领域，中
国首次主导制定了国际性文件Ɉ

积极加入国际公约体系ɇ扩大文物返还đ朋友圈Ē；主导制
定国际文件ɇ为完善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方案；上线中
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ɇ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
库ĔĔ70年来，新中国追索流失国宝的努力从未停歇Ɉ

凡我国宝，虽远必追！如今，龙门石窟石刻佛像归位ɇ皿
方罍đ身首合璧Ēɇ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跨海归国ĔĔ15万余件
流失文物业已回家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đ文物追索，只有进行时Ɉ
我们将进一步与外交ʗ公安ʗ海关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系统
布设专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流失文物追索工作再上
新台阶ɈĒ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叫停海外拍卖Ƞ启动国际诉讼Ƞ敦促外国机构退藏ĈĈ

改革开放至今，ż追Ž宝有哪些高招

“追”宝70年（下篇）

▲9月17日，观众在展柜前观看圆明园青铜虎鎣ʪ当日，Ž回归之路ŸŸ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ž在北京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ʪ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新华社记者黄筱ʩ唐弢

近日，在浙江省桐庐县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
业大会上，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表示，2019年中国的快递业务
量将突破600亿件，增量领跑全球Ɉ

然而，快递业务量的暴增，也带来了纸盒ɇ塑料袋ɇ胶带ɇ白
泡沫等包装物的极大消耗Ɉ纸箱回收ɇ运单đ瘦身Ēɇ大数据算法
优化装箱ɇ绿色材料研发ĔĔ一些快递企业加快了đ绿色转型Ē
步伐Ɉ业内人士认为，绿色快递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各界共同
参与，久久为功Ɉ

绿色行动：纸箱回收，运单Ž瘦身ž，中转袋

Ž换装ž

在快递站点取出包裹，随手将包装盒拆开后扔进绿色回收
箱，已渐成不少杭州市民的习惯Ɉđ我是网购达人，一周可能会在
网上下十多个单子，如果包装盒都拿到家里，三五天就会把家门
口堆满ɈĒ杭州女白领张清说，自从今年快递点有了回收箱，她就
会顺手把包装盒留在里面，让包装盒得以循环利用Ɉ

2018年đ双11Ē，菜鸟网络在全国200个城市的菜鸟驿站铺设
了约5000个绿色回收箱，引领消费者加入纸箱共享行动，线下回
收利用纸箱1300多万个Ɉ今年5月，菜鸟联合申通ɇ韵达ɇ圆通ɇ
中通ɇ百世共同发起đ绿色快递日Ē，并宣布在全国铺设5万个绿
色回收箱；目前3万个回收箱已经走进全国各地的快递末端网
点，成为đ家门口的绿色公益ĒɈ

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焦铮说，ż回箱计划Ž推动了快递包
装减量化ʗ绿色化ʘ据统计，菜鸟网络和快递公司的绿色回收
箱，每年预计可循环再利用上亿个快递纸箱，减少的碳排放相当
于种下74万棵梭梭树Ɉ

快递运单也越来越环保ʘ从厚厚一叠的手写五联运单到电
子运单，以及đ缩小版Ē电子运单，快递企业近两年在快递运单上
不断下功夫，寻求耗材的减量化ɇ提高纸张使用效率Ɉ

đ一张五联单的成本约在0.25元，而电子运单仅需6分钱；平
均一天我们有2500万单发出，积少成多，这是一笔不小的节约ɈĒ
申通快递副总裁熊大海说Ɉ

与此同时，国家邮政局组织申通等6家品牌快递企业开展可
循环中转袋（箱）全面替代一次性塑料编织袋试点；据初步测算，

每年可减少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约2.07亿条Ɉ

在中通快递上海五角场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装卸
塑料编织袋产生的塑料碎末难以清扫，在仓库里随处可见，而且
由于材质易变形ɇ易破损，无法实现二次使用；现在ż换装Ž后的
中转袋全部是绿色可循环的环保帆布袋，最多循环使用次数是
传统编织袋的100倍以上Ɉ

科技赋能：用大数据算法优化装箱，研发绿

色材料

đ绿色包装Ē离不开技术创新Ɉ当前，整个快递行业都在加
快大数据应用ɇ新材料研发，用绿色科技引发物流变革，一批快
递业新技术ɇ新产品应运而生Ɉ

ŷŷ大数据算法优化装箱ʘ体重秤ɇ瑜伽垫ɇ零食ɇ哑
铃ĔĔ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怎么合理装箱，经常困扰仓库打包
员Ɉ菜鸟装箱算法解决了这个难题Ɉ大数据和AI算法，可推荐
合理的纸箱型号和装箱方案，避免đ大材小用Ēɇ过度包装，可以
平均减少15%的材料使用Ɉ过去一年，仅菜鸟仓内就đ瘦身Ē了
2.9亿个快递包裹Ɉ

目前，装箱算法还在不断优化，比如自动将有气味的商品和
容易染气味的商品分装；还可以利用商品自身的空间来套装，比
如垃圾桶内装其他商品，大大节省装箱空间Ɉ业内人士称，电子
运单ɇ装箱算法ɇ智能路径规划等技术，已成为绿色物流的基础
设施Ɉ

ŷŷ绿色材料研发和应用ʘđ新材料的研发和使用是从源头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ɈĒ百世快递相关负责人表示，市面上
很多快递袋是由多次回收的塑料生产而成，这种物质埋在土
里，需要上百年才能降解Ɉ

今年4月，百世快递启动đ绿意再生Ē计划，在百世全网站
点推动环保植物塑料袋的使用Ɉ据了解，这种环保植物塑料
袋以植物来源的淀粉替代石油来源的塑料，每使用一个环保
塑料袋将减少30%的塑料使用，且综合成本可与普通PE快递
袋持平Ɉ

桐庐县民营快递发展中心主任王红春介绍，绿色包装是
快递行业的重点研究课题，邮政ɇ顺丰ɇ京东等企业也纷纷建
立绿色包装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包装材料技术改进等课题Ɉ

绿色转型：仍面临难点，需全社会共同参与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表示，2019年国家邮政局推出
đ9571Ē工程，即：到年底，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95%ɇ50%以上
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70%，在1万
个邮政快递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Ɉ快递业的绿
色发展与每个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让快递đ最后一公里Ē
更绿色是企业和管理部门共同的责任Ɉ

部分快递行业负责人表示，đ绿色转型Ē目前仍面临一些
难点Ɉ

一是环保包装成本高，普及遇到难题ʘ因为快递包裹总
量大ɇ种类复杂，一些环保包材价格高，快递企业和商家替换
绿色包装的成本较高Ɉ例如，市面上无胶带纸箱ɇ环保快递袋
的价格约是普通纸箱和快递袋的1.5倍至2倍，湿水牛皮纸胶
带的价格更是普通胶带的近5倍Ɉ

二是快递包装回收率仍然偏低ʘ行业专家表示，快递末
端是快递交付的关键环节，却是当前快递包装回收的薄弱环
节；无论是末端网点数量ɇ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综合服务水平，
都与行业的快速发展不相匹配Ɉ据了解，目前，包装垃圾的总
体回收率小于20%，其中纸盒只有不到一半被回收Ɉ

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ʘ行业专家认为，目
前，在规范快递行业包装选用ɇ垃圾处理ɇ资源回收再利用等
环节的法律法规尚不明确，有关部门要加快建立快递业绿色
标准体系Ɉ熊大海表示，只有产业链上的相关方都联动起来，
才能实现整体绿色化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广绿色快递包装Ɉ
绿色快递已成为多家快递企业的đ董事长工程Ē，为推进绿色
行动，还专门成立行业的绿色公益委员会Ɉ

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表示，行业领军企业要有责任和
担当，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环保账；不仅要算眼前账，更要
算长远账Ɉ只有更绿更环保，才能提高服务品质，企业才会有
更大的发展格局和影响力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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