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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2月7日电 7日，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典型
案例，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和文物行
政部门进一步提升文物执法办案
能力水平，引导全社会增强文物保
护法治意识。

据介绍，十年来，各级人民法
院依法审理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的各类案件，积极推进文物司
法裁判规则体系和审判专业化的
建设发展，为维护文物管理制度与
文物安全、促进文物事业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记者了解到，本次发布的典型
案例共 15件，覆盖了全国各经济
区域，所涉文物种类齐全，既有各
等级的可移动文物，也有各类型的
不可移动文物；既有古代文物，也

有革命文物；既有国有文物，也有
民间文物。涵盖刑事、民事、行政
三大诉讼案件类型，集中展示了人
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民事、行政
审判职能作用，全方位筑牢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屏障的实践成
果。

最高法副院长杨临萍介绍，人
民法院突出依法惩治各类文物犯
罪，对于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
危险性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
重的，坚决重拳出击、形成震慑；对
于存在上、下游犯罪情形的，坚持

“全链条、全要素”标准，依法打击
盗掘（盗窃）、销赃、倒卖等各环节
犯罪行为。对于实施妨害文物管
理违法犯罪行为，造成自然遗迹、
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损害
的，坚持全面追责原则，有机衔接

行为人的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探
索运用预防性、恢复性司法规则，
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激励行为人
积极退缴文物、修复环境、赔偿损
失。

例如，本次发布的“姚某忠等
12人抢劫、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
葬、倒卖文物案”，被告人盗掘红山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且倒卖文物、
抢劫文物，形成专业犯罪团伙，实
行“一条龙”作业，涉案文物等级
高、数量大，非法获利巨大，人民法
院坚持依法重拳出击，全面打击文
物犯罪网络，严惩文物犯罪团伙首
犯，彻底斩断文物犯罪链条。在

“孙某林等 15人盗掘古墓葬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被告人
盗掘唐代吐蕃墓葬，严重损毁古墓
葬本体结构及其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犯罪
的同时，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
原则，全面追究各被告人的责任，
并判明将在案文物全部移交文物
行政部门，积极推进文物与环境一
体保护和系统治理。

此外，人民法院全面准确贯彻
文物保护法关于文物工作“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方针，文物受损毁的，积极抢
救修复；文物有风险的，及时消除
隐患。着力促进文物保护与公益
保护相结合、文物保护与私益保护
相协调，探索涉外文物司法裁判规
则、推动流失文物追索，坚决支持
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履职，并依法督
促有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文物保
护责任。

最高法发布依法保护文物
和文化遗产典型案例

在 福 斗 村 大 森
林硕丰农业高山水
果基地，返乡创业种
植高山水果的村民
陈绳春展示采收的
沃柑。初春时节，福
州市永泰县长庆镇
福斗村近 3000 亩高
山生态果园迎来丰
收季，漫山遍野可见
沃柑、砂糖橘等高山
水果，村民抢抓农时
采收外销。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综合土耳其
和叙利亚媒体最新报道，6日凌晨
发生在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
境地区的强震已致两国超过4000
人死亡、近两万人受伤。俄罗斯、
波兰等国已派遣搜救力量赴土、叙
两国协助救援。

据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署
消息，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当地时间
6日凌晨4时 17分（北京时间9时
17分）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7
公里，周边的加济安泰普、哈塔伊、
马拉蒂亚等多个省份震感强烈。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7日援
引土灾难和应急管理署消息报道，
地震已造成土耳其 2921 人死亡、
15834人受伤。土耳其副总统福阿
德·奥克塔伊 6日表示，救援人员
已从废墟中救出7840人。

另据报道，土耳其军方已出动
3000 多名士兵前往灾区参加救
援。土国防部已开设空中走廊，以
便搜救队伍尽快抵达灾区。

叙利亚卫生部6日表示，在政
府控制的阿勒颇、拉塔基亚、哈马、
塔尔图斯等省，地震已造成711人
死亡、1431人受伤。另据救援人员
当天表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地
区，地震已造成 733 人死亡、2100
多人受伤。

叙利亚通讯社6日报道说，叙
总统巴沙尔已召开内阁紧急会议，
评估地震影响并研究制定紧急救援
方案。叙总理侯赛因·阿尔努斯和
各部门官员已成立“中央行动室”，
全天候协调领导灾情应对工作。

联合国在地震发生当天立即
紧急开启灾后援助行动，为受灾地
区和民众提供人道救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6 日
说，联合国正在举全力支持应对行
动，正在实地评估需求并提供援
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
纳说，该机构随时准备为受灾民众
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的紧急医疗队
已获得批准，计划向受伤群众和最
脆弱人群提供医疗护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日援引俄
紧急情况部消息报道，100多名俄
救援人员已抵达土耳其参与救灾
行动，救援人员将在多处地点展开
全天候搜救工作，并部署一座机动
医院，超过 40名医务救援人员将
为灾民提供医疗援助。

波兰政府6日宣布将派出一支
由76名消防员和 8条搜救犬组成
的搜救队前往灾区救援。波内务
部长卡明斯基表示，波兰消防员已
启程前往土耳其。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 6
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应欧盟民事
保护机制要求，西内政部已启动西
班牙军事应急部队和紧急空运力
量，以派遣队伍前往土地震灾区执
行搜救任务。

另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6日下
令向土耳其和叙利亚各派出一支
地震搜救队。阿联酋还宣布将在
土耳其建立一所野战医院，并向土
叙两国受灾地区民众提供紧急救
援物资。

强震已致土叙逾4000人丧生
多国派遣搜救力量协助救援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7日通报2022年对
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
情况。通报显示，2022 年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
2200余件，处分2300余人。

通报显示，2022 年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
部问题线索或反映2.21万件次，处
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
1.72万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
7000 余件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

案 2200 余件，处分 2300 余人，移
送司法机关110人。其中，处分厅
局级及以上干部 77人、县处级干
部460余人。

根据通报，2022 年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 1.79
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
评教育帮助1.54万人次，运用第二
种形态处理2000余人次，运用第
三种形态处理330余人次，运用第
四种形态处理161人。

去年230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被处分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按照市政府相关文件规定，经
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审核，现将2021
年符合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东
政发[2019]36 号)文件要求的地接
奖励情况公示如下，如有异议，请

于 2 月 10 日前到百盛文化大厦 5
楼 536 室 反 映 ，联 系 电 话:
0515-85232628。

关于2022年东台旅游地接奖励审核结果公示

东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3年2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申报旅行社名称

盐城东台市小章鱼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台市水木宜游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台市乐途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台市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台市环球国际旅行社

东台市风景旅行社有限公司

合计

审核数

小计

5454

4263

7391

6168

50

296

23622

2个4A级景点

2178

732

983

2854

50

234

7031

3个4A级景点

3276

1588

6365

3024

0

62

14315

4个4A级景区

0

1943

43

290

0

0

2276

奖励金额
（元）

114570

99255

174945

125660

750

5060

520240

新华社利雅得2月7日电 沙
特阿拉伯-香港投资论坛日前在沙
特首都利雅得举办，其间沙特证交
所集团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
公司（香港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
录，以推动双方金融市场互惠互
利。

根据合作备忘录，沙特证交所
集团将与香港交易所在金融科技、
互挂上市以及双方感兴趣的其他
领域探索合作机遇。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欧
冠升表示，沙特以及中东地区是世

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及创新中心
之一。香港及香港交易所将为国
际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包括连接中
国市场的大量机遇。

沙特证交所集团首席执行官
哈立德·胡桑表示，签署合作备忘
录有助于拓展与香港市场合作，提
升沙特资本市场吸引力，希望沙特
资本市场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投资
枢纽。

2月5日至6日，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香港政商界
代表团访问沙特及阿联酋。

沙特证交所与香港交易所
签署合作备忘录

新华社开罗2月7日电 2月6
日，新冠疫情暴发后的首个中国旅
游团抵达阿联酋迪拜。从6日起，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
公民赴20个国家的出境团队旅游
和“机票+酒店”业务试点恢复，暂
停 3年的旅行社出境团队旅游正
式重启。

自去年年底中国优化调整防
疫政策、有序恢复公民出境游之
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重新出现在
世界各地。就在春节前夕，同处中
东的埃及也迎来新冠疫情后的首
批中国游客，当地人举办了热情隆

重的仪式。给予中国游客热情欢
迎的不仅仅是埃及，从瑞士到泰
国，从马尔代夫到希腊，水门礼、
红灯笼、民族歌舞、吉祥兔……重
新出现的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地都
感受到惊喜。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
天，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资金
流、商品流，更离不开人流。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国带给世界各地的
人流就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强
劲动力之一。“非常期待中国游客
的到来”“中国游客对我们非常重
要”“中国游客将推动我们国家经

济的复苏”……在很多国家的官员
和旅游业从业者看来，纷至沓来的
中国游客不仅给当地景点带来了
人气和生机，更带来了促进当地经
济复苏的希望和信心。

对有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传统追求的中国人来说，走出去的
意义绝不仅仅是散心，更多地认识
这个世界、领略更多不同的风俗与
文化，也是走出去的重要动机。到
金字塔探寻神秘古埃及、到阿联酋
迪拜参观哈利法塔……出境游的
蓬勃发展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
重要机遇，增进友谊、加深了解就

是在一次次的旅途中渐渐实现。
《南华早报》网站日前报道说，

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对入境的中国
游客实施新冠检测等额外限制措
施的同时，很多国家已经在社交媒
体上展开攻势“争抢”中国游客。

疫情的阴霾正在消散，中国出
境旅游强劲升温反弹，体现出中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国家发
展的信心，也让世界各国感受到中
国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感受到中
国发展对世界的积极意义，感受到
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互鉴的无限魅
力。

中国重启出境游给世界带来信心

2 月 6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青海油田公司管道处格尔木配气
总站技术员在巡检管道。春节过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厂矿
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工业用气逐步增加。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青海油
田公司管道处及时优化生产运行条件，加强天然气管道巡检，保障天然气
供应。 来源：新华网

为了2023-2024年度码头原材
料装卸业务的安全顺利开展，降低
码头原材料装卸作业成本，提高物
流装卸管理水平，现对社会公开公
示，招聘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管理规
范，安全可靠的物流公司合作，以期
提供更优质、高效、安全、可靠、收
费合理的物流服务。

于2023年2月8日进行社会公
开招标公示，希有意愿合作的、符合
条件要求的物流公司踊跃报名。

（报名截止日2月18日）
招标条件：
1、具备物流装卸运输法人资质

公司，且有三年以上码头装卸作业、
运输管理工作经验。

2、能提供吊机操作工 3-4 名
（需持特种行业操作资质证书）。

3、能提供吊机装卸作业辅助工
8-10名（具备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4、服从公司安排，保证物资装
卸有序开展和生产稳定运行。

5、具备吊机设备日常简单维护
及微故障处理能力。

6、能够遵守公司相关管理制
度，较强的合同履约能力和完成公
司临时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

报名地点:销售处物流科
联系人:13705248693
0515-85030628王其祥

东台中玻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销售处物流科

2023年2月8日

招标公示

东台市智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正、副本各一本，
核准号：J3117002268601，声明遗
失。

彭松林、彭秋梅遗失悦达地产
（东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所开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发票代码：032002100305，发
票号码：17363081，金额：57288.00
元，声明遗失。

江苏裕亦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汤浩）、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东台市鸿典黄金店遗失法定名
称章（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店小二（东台）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981MA1YD1T83G营业执照
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320981000202003240094，声明作
废。

店小二（东台）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台市东台镇诚达钢结构厂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