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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
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坚持知行合一、重在实践，坚持继
承发展、守正创新为工作原则。

总体目标是到 2035 年，基本形

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基本形成全社会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的法治环境。

《意见》明确，主要任务是，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大
力弘扬宪法精神，在法治实践中持
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
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交流。

《意见》围绕组织保障强调，要加
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人
才培养，培育推广典型。 （央视）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

原本应为本地村民提供服务
的村级公益性公墓，却长期售卖
高价墓、家族墓和活人墓等，有的
涉嫌违法用地，超范围销售给本
地以外的人，有的一座墓穴售价
高达32.8 万元，周边村民直言“死
不起”“葬不起”。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多家
村级公益性公墓涉嫌违法违规建
设销售，有的甚至持续 10 年之
久。对此，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坦
承“也管了”，但就是“管不住”。

一 座 公 益 墓 卖 到
32.8 万元！“吉祥别墅”
“如意别墅”随你挑

近日，记者来到宿州市埇桥

区夹沟镇夏刘寨公墓看到，该公

墓依山而建，一排排墓穴中，有的

装修豪华，有的造型奇特。一名

张姓管理者说，这里提供 17种墓

穴，有家族墓、龙凤墓、欧式墓等，

价格不等，便宜的一座 8800 元、

18800 元，贵的能卖到 15.8 万元、

32.8万元。

高价墓在埇桥区符离镇芦村
公墓（又称凤鸣山公墓）也不鲜
见。记者在该公墓走访时，“别墅
如意区”“别墅吉祥区”等标牌随
处可见。公墓李姓销售经理说，
这里每座占地约 30 平方米的家
族墓已经卖完了，现在可以买占
地 9 平方米左右的墓穴，售价近
20万元。

在西二铺乡西苑陵园，一位
市民说：“这里的墓穴价格根据墓
碑大小来定，有超过 10 万元的，
我家三年前买时花了 7 万多元，
朋友家去年买时打了八折。买墓
地可以找熟人，价格好商量。”

不 少 受 访 村 民 直 言“ 死 不
起”。西二铺乡二铺村一位村民
说，公墓价格从 1 万多元到 20 多
万元不等，不少村民买不起贵的，
要么买最便宜的，要么随便找个
地方埋了。

据了解，公墓分为公益性公
墓和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是
为农村村民提供遗体或骨灰安葬
服务的公共墓地。“夏刘寨公墓、
芦村公墓、西苑陵园均为村级公
益性公墓。”埇桥区民政局殡葬改
革办公室主任陈德刚说，这些公

墓由该局于 2009 年至 2015 年批
复建设。

据陈德刚介绍，公益性公墓
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由价格主管
部门按照非营利性原则核定。以
该区一家实行政府定价的公益性
公墓为例，一座墓穴价格一般在
5000 元左右，若卖到了数万元甚
至二三十万元，肯定是违背了公
益性属性。

据埇桥区民政局统计，截至
2020 年末，夏刘寨公墓、芦村公
墓、西苑陵园已分别安葬墓穴
2563座、527座和1124座。

涉嫌多项违法违规

记者从埇桥区民政局获悉，
按照公益性公墓乡镇全覆盖要
求，2018年以来，该区所有乡镇全
部实施公益性公墓项目，目前 7
个乡镇的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竣
工并投入使用。

埇桥区民政局副局长朱志伦
说，这些公益性公墓不少是浙江、
安徽等地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
有的公益性公墓在服务管理中涉
嫌违法违规。

——违法用地屡禁不止。埇
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监察
大队负责人魏巍说，根据《土地管
理法》等有关规定，公益性公墓投
入运行前，需要办理用地手续。
但夏刘寨公墓、芦村公墓和西苑
陵园等并没有办理用地手续，涉
嫌违法使用约200亩土地。

其中，有的单位在 2011 年就
被立案查处，但因执法力度不够，
一些违法行为并未停止。

——非法销售。公益性公墓
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埇桥区发改
委价格调控和收费管理股工作人
员王玉珏表示，夏刘寨公墓、芦村
公墓、西苑陵园等公墓价格并没
有实行政府定价，对外销售涉嫌
违反《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超范围销售。国务院《殡
葬管理条例》规定，农村的公益性
墓地不得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
提供墓穴用地。然而，记者调查
发现，向外地人销售，已成为这些
公墓公开的秘密。

3月30日上午，记者在西苑陵
园内采访时，见到正在祭奠亲人的
多位市民，他们均表示不是当地村
民。在夏刘寨公墓，张姓管理者表
示，外地人可以购买墓穴。

朱志伦表示，这些公墓确实
存在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
墓穴用地的行为，这是违反相关
规定的。

——超面积销售。埇桥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股股长王影说，按照相关规定，
安葬骨灰的单人墓和双人合葬墓
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5 平方米和
0.8平方米。

记者走访中看到，超面积的
墓穴比比皆是，有的超过 20平方
米。

——建家族墓、活人墓。民政
部《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严
禁在公墓内建家族、宗族、活人坟
和搞封建迷信活动。然而，记者
实地走访中看到，多家公墓存在
此类行为。

3 月 30 日，记者来到一家公
益性公墓时，看到有一排豪华阔

气的家族墓，上面刻有某氏家族
字样。

陈德刚表示，公益性公墓里
存在建家族墓、活人墓的情况，这
是不允许的。

公益变经营，为何管
不住？

“我们发现相关违规行为时，
也及时进行查处、制止。”埇桥区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但有的公
益性公墓服务单位仍超范围销
售、超标准建设，人一安葬就没法
处理了，总体来说管理难度较大，
缺乏硬性的处罚手段，“我们有监
管不到位的责任”。

“埇桥区部分公益性公墓服
务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具有典型
性，是打着‘公益’的幌子，干着

‘经营’的事。”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认
为，对于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主管
部门“都知道”“也管了”，但就是

“管不住”，这值得深思。
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

员会委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
学院院长吴理财认为，村级公益
性公墓违规建设、非法经营等现
象并非个案，在一些农村地区具
有普遍性，严重侵害村民的切身
利益。若纵容这种行为，将影响
殡葬改革的稳步推进。

受访村民呼吁，政府部门要
对现有的“天价墓”进行整治，追
究售卖者的责任；同时要加强监
管，防止建新的“天价墓”，让公墓
真正回归公益。

吴理财表示，殡葬服务涉及
民政、自然资源、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要建立协同执法监管机
制，提升部门协同和综合执法能
力。

4 月 2 日，埇桥区委、区政府
召开村级公益性公墓违规建设违
法经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
会，部署落实整改措施，着力破解
监管难题，改善殡葬服务。

（新华社合肥4月5日电）

有的卖到二三十万元，有的占地二三十平方米
——安徽宿州部分村级公益性公墓非法经营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姜刚 金剑

4 月 5 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的农民在田间劳作（无人机照片）。
清明时节，万物生长。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多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春耕春种，一派忙碌景象，绘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卷。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清明假期

各地累计接待现场祭扫群众
6773万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5日电（记者 高蕾）记
者 5日从民政部获悉，清明节假期三天各地累
计接待现场祭扫的群众6773万人次，登录网络
祭扫的群众 738 万人次，疏导车辆 1202 万台
次，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121万人次。

其中，4月 5日，各地开放现场祭扫的殡葬
服务机构32732个，接待现场祭扫群众1313万
人次，疏导车辆231万台次，参与服务保障的工
作人员37万人。各地殡葬服务机构开通网络祭
扫平台1292个，登录网络祭扫群众175万人次。

云南瑞丽3地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6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新华社昆明4月5日电（记者 姚兵）云南省
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4月5日发
布通告，姐告国门社区等3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鑫盛时代佳园小区等6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通告称，经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
组评估，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从5日 19时起，瑞
丽市有 3 个高风险地区，分别为：姐告国门社
区，团结村委会金坎、弄喊片区（瑞丽大道以
南），仙客巷和光明巷居民小组；中风险地区 6
个，分别为：鑫盛时代佳园小区，瑞京路红砖
厂，星河蓝湾小区，双卯村民小组，下弄安村民
小组，珠宝街老食品厂家属区。

借机哄抬“国货”价格
是自断门路
新华社记者 周自扬

近日，在微博、朋友圈和以虎扑为代表的
一些网络论坛上，出现了国产品牌球鞋涨价
和缺货的消息。一些网民发现，李宁、安踏等
国产品牌的有些“限量款”球鞋价格飙涨，其
中某品牌一款球鞋的价格涨幅达 31 倍。

知名国产品牌的限量款球鞋在二手市场
上存在一定溢价并不新鲜。然而，这一波价
格上涨明显超出溢价范畴，远离价值规律。
一件商品短短几天涨价数十倍，显然不是市
场运行的正常现象。

近年来，国产品牌在科技研发和外观设
计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的确有了迈向中
高端市场的底气。加之当前一些洋品牌球鞋
因其恶意“封杀”“新疆棉”行为受到中国市
场冷落，消费者纷纷用脚投票支持国货，国产
品牌遇到良好发展契机。然而，如果因为“炒
鞋”导致球鞋爱好者买不到想要的球鞋，进而
让国产品牌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无异于竭泽
而渔，自断国产品牌升级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少数互联网平台打
着“真假鉴定”等旗号，在“炒鞋”问题上借机
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平台为“炒鞋”“囤鞋”的
年轻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扮演不光彩的角
色。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始终是企业应当遵循
的发展正道，借机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终究只
会害人害己。对当前一些网络平台借机哄抬
价格的行为，品牌方应当尽快动起来，维护品
牌形象。监管部门也应积极作为加强监管和
引导，维护市场秩序，为“国货”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

（新华社广州4月 5日电）

天津东疆：

试点平行进口车国六检测
新华社天津 4月 5日电（记者 王井怀）记

者日前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获悉，天津口岸首

台平行进口汽车近日已经开展国六环保试验。

预计 5月份，首批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平行进

口汽车将从天津投放全国市场。

天津市相关部门及天津市平行进口汽车流

通协会日前发出通知，辅助试点企业开展到港

车辆信息填报工作，同时要求天津口岸各平行

进口汽车保税仓库24小时人员在岗，全力配合

各地企业尽快完成相关信息填报。

此前，平行进口汽车行业因无法进行国六

环保试验而受到严重影响。天津市平行进口汽

车流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两年多持续

推动，平行进口汽车已经可以开展国六环保试

验。“协会将推动平行进口汽车达到机动车国

家安全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等，建立健全行业

销售、售后、标准符合性整改等团体标准，推动

平行进口汽车产业在国六时代行稳致远。”该

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天津完全具备开展平行进口汽

车国六全项试验能力的试验机构有 6家，其中

1 家在建。试验机构均已完成设备调试工作，

可以接受企业申请。

儿童癫痫可能影响脑发育
专家呼吁重视婴幼儿治疗黄金期

新华社北京 4月 5日电（记者 温竞华）癫

痫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

相关调查研究显示，60%的癫痫患者起源于小

儿时期，我国现有约 300 万癫痫儿童。专家表

示，儿童癫痫可能影响脑发育，但早诊早治，把

握婴幼儿阶段这一治疗黄金期，60%以上的儿

童癫痫患者可以做到完全控制发病、正常生

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说，婴

幼儿时期癫痫尤其要及时进行正规合理的治

疗，尽可能减少或者消除癫痫性脑病对儿童脑

正常发育的不良影响。目前国内正在积极推广

癫痫的规范化综合诊疗，选对了治疗策略，就

能尽可能快地控制住病情。

药物和手术是最常用的癫痫治疗手段。药

物治疗方便且有肯定的疗效，50%以上的患儿

只需服用一种药就能控制疾病发作；病灶切除

手术的优点是能根治癫痫，但只有少数患儿能

进行手术，而且相比于药物其治疗风险较大，

需要严谨的术前评估。此外，还有生酮饮食、

神经调控治疗等非药物、非手术的疗法。

“对于成年人来说，早一年或晚一年治疗对

脑功能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对于一个大脑正在

高速发育的婴儿，癫痫性脑病多发病一个月可

能都会带来更重的脑功能障碍，越早控制住病

情，就可能为患儿赢得更多宝贵的发育时间，

越小的孩子越明显。”姜玉武说。

姜玉武举例表示，语言的发育主要在 5 岁

前完成，如果不在 4 到 5 岁前控制住癫痫性脑

病，孩子就可能从此丧失语言发育的机会或语

言发育严重受损。“如果患儿适合手术，应该抢

在4岁以前把手术做了。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术

后癫痫控制的患儿，都会有语言、认知功能发

育的明显进步。”

他同时指出，也不能夸大癫痫带来的脑损

伤，儿童癫痫大多数能完全控制，预后良好。

癫痫患儿的第一大损伤其实是疾病随时发作导

致的意外伤害，这方面家长重视不够。避免意

外伤害，一方面要用药物等治疗控制癫痫发

作，另一方面要教育癫痫病人及其家属识别和

远离明火、油锅、水塘等危险环境，避免一些危

险行为。

·新华热评·

这才是最美的春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