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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 月 8 日同葡萄牙共和
国总统德索萨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葡友
谊源远流长。建交 40 年来，双方
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的精神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1999 年，双方妥善解决澳门
问题，树立了国与国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2005

年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
不断加深，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显
著。不久前，我成功访问贵国，同
你进行深入友好交流，共同规划了
中葡关系发展新的蓝图。我高度重
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
力 ， 以 两 国 建 交 40 周 年 为 新 起
点，推动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
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德索萨在贺电中表示，葡中建
交以来，双方始终和谐相处、求同
存异，互利共赢。双方通过平等协
商，汇聚共识，顺利实现澳门政权
交接，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借
鉴。葡萄牙对两国长期和平交往倍
感自豪，相信双方将通过不懈努
力、坚定决心和满腔热情，推动两
国长期稳固的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葡

萄牙总理科斯塔也互致贺电。李克
强在贺电中说，葡萄牙是中国在欧
盟重要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葡方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葡
方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 40 周年
为契机，推动中葡关系和各领域务
实合作不断向前发展。科斯塔在贺
电中说，葡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
不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人民谋福祉，为推动当今时
代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就中葡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近年来，中国人出境旅游消费
习惯在悄然改变。以前对名牌商品
盲目的“买买买”少了，人们更注
重自身的实际需求和喜好，也更愿
意购买当地特色商品。

在英国从事旅游业多年的提提
卡卡旅行社总经理方刚说，前几
年，很多中国游客带着自己或帮别
人购物的任务而来，尊崇顶级名
牌，甚至有人放弃游览只去购物。

“现在因为报名人数少了很多，我

们比斯特购物村一日游基本停了，
而2016年我们每周可以达5个出团
日。”方刚说。

来自湖北的中国游客王威在巴
黎购物时，没有去老佛爷、巴黎春
天等大型购物中心，而是选择了一
家法国当地人常去的超市，购买了
红酒、巧克力等一些本土货。

花 30 多欧元淘几幅法国乡村
风景油画，买一只水晶醒酒器——
王威还去逛了位于巴黎郊区的二手
市场。“买一些价格不高，但国内
难以见到的‘特产’，带回去送家
人朋友才有更意义。”他说。

境外游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休
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出游
频次越来越高，经验也更加丰富。
在“吃、住、行、游、购、娱”六
大要素中，中国游客的关注点已经
逐渐从“购”向“游”转变。从景
点“打卡”转向了解当地历史文
化、体验风土人情。“求实”“求
新”“求深”成为中国人出境游的
新特点。

在北京工作的创投行业咨询师
何雯第一次来到美国，首选的游览
项目是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然

后是去百老汇观看音乐剧 《芝加
哥》。何雯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个
剧比较能反映美国真实的文化，让
人更直观地了解到当地的社会文化
特色。”

除了传统的跟团游，定制游和
自由行的客人也在不断增多。参观
博物馆、名校、酒庄等更有深度、
更具个性化的主题旅游越来越受欢
迎。“美食之旅”“户外徒步之旅”

“健康养生之旅”“极地探险之旅”
吸引到更多有特别兴趣爱好的中国
游客。

据凯撒旅游欧洲分公司负责人
王竹丽介绍，中国游客的出游内容
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每年以亲
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为特色的团组
一票难求；“观赛之旅”吸引了大
量体育爱好者；“艺术之旅”也很
有市场，其内容以博物馆和艺术名
城为线索，让客人入住艺术主题酒
店，深入探访全球著名博物馆，亲
临全球艺术盛会。

春节期间，消费能力不断升级
的中国游客为全球输送着源源不断
的“红利”。从商品到服务，各国
政府和商家越来越厚待中国游客，

提供更贴心细致的服务，更注重中
国人旅游休闲和消费购物的体验。

以泰国为例，为方便中国游客
春节出游，泰国政府延长了免落地
签证费政策的时间，进一步完善了
电子落地签申请服务。目前，泰国
主要旅游目的地与中国各大城市均
开通了直航，游客出行更加方便。

从机场到酒店，从街边小店到
奥特莱斯，不少商家抓住中国游客
海外过年的商机，推出专门针对中
国游客的优惠活动。春联、灯笼、
鲜花，中国年的节庆装饰一应俱
全，用以招揽中国游客。此外，全
球许多著名旅游景点都增设了中文
指示牌和中文讲解服务；中国消费
者习惯使用的微信、支付宝更是接
入全球热门旅游地的各大商家。

古巴旅游部发展总监米歇尔·
贝尔纳尔说，古巴非常重视中国市
场 ， 吸 引 中 国 游 客 已 成 为 古 巴
2019 年旅游业发展战略的重中之
重。他说，古巴已培养了一批会讲
中文的导游和行政人员。去年，哈
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开设汉语课堂，
未来将培养更多针对中国市场的旅
游人才。

中国人环球“春游”新动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人选

择在这段时间走出国门、奔向
远方，使世界很多地方充满了
浓浓的中国年味。据携程等几
大在线旅游平台预测，2019
年春节期间有 4 亿中国人出
游。其中出境游约 700 万人
次，覆盖 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0 多个旅游目的地。由于中
国游客越来越重视海外游、海
外购的品质和体验，更多新趋
势也显现出来。

2月 8日，由演员装扮的两只“吉祥猪”在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古城景区向游
客拜年。

春节假期，人们以多种方式度假休闲，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新华社发）

春节假期表情包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
（记者王琦） 当前生态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
长成为制约环境公益诉讼的一个

“瓶颈”。
记者近日从司法部了解到，

司法部多措并举推动解决影响和
制约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发展
的突出问题，努力服务环境公益
诉讼。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
副局长舒国华介绍，针对全国范
围内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数量

偏少，分布不均的问题，司法部去
年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六项要求，
推动各地加快准入一批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机构。截至去年底，全国经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达 103家，基本
实现省域全覆盖。

针对费用高、收费标准缺失问
题，舒国华介绍，司法部联合有关
部门开展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
指导性目录的制定工作。下一步将
在部级层面推动早日出台指导性目
录，推动各地尽快出台收费标准。

司法部出“实招”

求解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瓶颈”问题

新华社杭州2月8日电（记
者岳德亮） 为了保障行政规范性
文件合法有效，促进依法行政，
浙江省政府近日发布实施的《浙
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明确指出，每隔两年就要进行全
面清理，“红头文件”过期作废。

根据《办法》规定，制定机
关每隔两年对本机关制定的行政
规范性文件组织全面清理；对不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
的方针政策，以及不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要求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制定机关全
面清理行政规范性文件后，及时
公布继续有效、拟修改、废止和

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而且，制定机关应当建立行政

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适时组织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应继
续实施的，及时予以修改、废止或
者宣布失效。载明有效期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在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
实施的，制定机关在有效期届满前
重新公布并明确有效期。

《办法》 指出，制定机关应当
按照信息公开规定公布行政规范性
文件，公布政策解读或者以视频、
图表等方式进行解读。未经公布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
理的依据。

我省每隔两年
全面清理“红头文件”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7 日电
（记者李奥）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
人科纳申科夫 7日表示，俄国防
部已召见美国驻俄大使馆武官并
向其递交照会，提议美方采取必
要措施回归《中导条约》。

科纳申科夫说，俄方提议美
方在《中导条约》失效之前回归
并严格遵守该条约，销毁可发射

“ 战 斧 ” 式 巡 航 导 弹 的 陆 基
“MK-41”通用发射装置、与中
短程陆基弹道导弹指标类似的靶
弹和符合该条约对陆基巡航导弹
定义的攻击型无人机。

科纳申科夫同时表示，俄方
坚决驳斥美方有关俄违反条约的
无端指责，美方的表态与实际不

符，俄国防部曾表示愿就《中导条
约》执行问题展开实质性对话，但
美方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其言论，
也未采取必要行动消除自身违约行
为。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 1987 年签
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
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
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
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
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美国
于 2 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
务，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总统普京
2 日针锋相对地宣布，俄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义务，不再就《中导条
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俄国防部呼吁美回归《中导条约》

这是2月7日在泰国沙美岛附近海域拍摄的倾覆的快艇。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7日说，一艘载有中国游客的快艇当天在泰国沙

美岛附近海域倾覆，两名中国游客受伤，但均无生命危险。
（新华社发）

泰国沙美岛快艇倾覆
致两名中国游客受伤

新华社柏林2月7日电（记者
张毅荣）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监管部
门联邦卡特尔局 7日宣布，限制美
国社交媒体脸书从第三方服务收集
用户数据。

联邦卡特尔局表示，按照现有
使用条款，用户只有在允许脸书连
接并导入第三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等
数据的前提下，才获准使用脸书服
务。未来，脸书收集这些数据必须
要获得用户的自愿授权。如果用户
拒绝，脸书不得收集有关数据，也
不得拒绝用户使用其服务。

联邦卡特尔局局长安德烈亚
斯·蒙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脸书作
为具有支配性市场地位的企业，必
须依照竞争法规，承担特殊责任。
目前，用户要么选择允许脸书收集

第三方数据，要么放弃使用，这种
情况不能被视作“自愿授权”。

蒙特强调，借由多方数据收
集，“脸书给每个用户构建了独一
无二的数据库，以此增强其市场支
配力”，这“违反了欧盟数据保护
条例，给用户造成了损害”。未
来，脸书无限制的用户数据收集方
式将不再被允许。

联邦卡特尔局表示，脸书可以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就此向德国
地方法院上诉。

脸书当天发表声明说，将提起
上诉，并称联邦卡特尔局低估了企
业在德国面临的强大市场竞争。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脸
书 在 德 国 市 场 日 均 活 跃 用 户 达
2300万人，市场份额超过95%。

德国限制社交媒体脸书收集用户数据

2月 7日，在德国波恩，联邦卡特尔局局长安德烈亚斯·蒙特出席新
闻发布会。 （新华社/法新）

2月 7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当地居民尝试打捞被洪水淹没的车
辆。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民防部门 7 日说，该市 6 日晚间遭暴风雨袭击，
共造成6人死亡。 （新华社/路透）

巴西里约暴风雨致6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