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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法定清明节假日

再次引发人们对'天价墓地(

的议论) 而*长江商报+的一

则报道把这一讨论推向了高

潮) 据该报报道"荆州市最大

的公墓八岭山公墓因靠近辽

王墓 "'风水 (好 "价格不菲 "

墓地每平方米的价格已超过

当地房价
!"

余倍) 此报道引

发网友如潮评论) 新华网网

友'中庸半才(提出的老百姓

需要'经济适用墓(的呼吁更

是赢得网友积极响应)

因为老百姓买不起房"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推出经济适用

房等政策"有效缓解了一些中低收

入者买不起房问题) 和老百姓买不

起房一样"目前还出现了'死不起(

人现象) '死不起(原因多种多样"

但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墓价越

来越昂贵) 不管在什么地方"墓价

一般都是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有

的地方甚至采取'风水价("上不封

顶)

由于墓价过高" 利润巨大"一

些人也像炒房那样开始 '炒墓 (,

'圈墓 (#卖 '活人墓 (等 "进而产生

了一批批'墓奴() 百姓对这一行业

的谴责之声也越来越高 " 并直呼

'死不起() 为让老百姓'死得起(#

'葬得起 (" 减轻老百姓的殡葬负

担"推出'经济适用墓(是老百姓的

一致呼声) 期待'经济适用墓(能够

缓解'死不起(#'葬不起(问题)

老百姓需要!经济适用墓"

并非笑谈

网友%中庸半才

点击事实#

H

月
3

日! 网易论

坛出现一篇帖子!题目是"实拍某

洗脚城开张的#壮观$场面%!发帖

人是
,=+1G3G113

& 帖子里发布的内

容 和 几 张 照 片 让 网 友 大 吃 一

惊'((#张家界的洗脚城开张时候

的场面! 楼面上成堆的祝贺横幅

里! 竟然出现了许多公检法机关&

这不得不让老百姓浮想联翩)一个

洗脚城开张为何有这么多公检法

机关捧场* $

新浪网网友夜来香#还有这种

事- 不是假照片吧-

红网网友小群#哇. 好壮观的

场面哦.

网易网友
#$#$%$&%$&

# 我们

老家有一次有个饭店开张"也是各

个机关都挂有条幅"那个阵势感觉

好像是人民政府开的一样"当时也

纳闷了好半天)

网易网友
'()*+,,-

#场面真

'壮观("有保护伞罩着"日子肯定

好过.

网易网友冬蛇#公检法机关是

核心"别的条幅都不管用) 因为这

是特殊服务场合" 有这些条幅"等

于说%'来吧" 放心来吧" 没人来

查) (

网易网友老高#很正常"一来"

也许这是某个部门的招商项目"二

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洗脚不是从

事色情) 另外"这些条幅都是老板

自己花钱做的"不花政府部门的银

子)到时候"各位领导来捧下场"娱

乐一下之后再发个纪念品"图的是

大家都有面子" 老少爷们都开心)

但是"无论如何"政府和检察院,法

院的名字出现在这样的状况下"起

码是不合时宜的.

红网网友
,

下
-

度#现在开个

洗脚城需要把各种关系都打通"条

幅上就是已经打通关系的部门)

搜狐网网友休闲#这个我见识

过一回"那些条幅全是老板自己做

的"写上哪个单位送的"反正单位

人多"谁也不晓得是谁送的)哈哈.

网易网友一剑飙血#引用一句

#""$

年新出来的网络经典词&&&

'很黑很后台(.

新浪网网友
./01.232

#除了政

府"就是检察院,法院等单位"有意

思.

网易网友皮老幺#看来这些贺

客以后去洗脚可以免费了.

中安在线网友飞翔中天#这里

面肯定有猫儿腻)

网易网友
*4'45

# 这件事搞

大了"又会说是洗脚城自己做的条

幅" 可是就在公检法部门的眼底

下"请问他们有这个胆吗- 所以肯

定的是" 条幅确实是各部门送的"

洗脚城肯定有很深的背景)

!本报记者 陈慧 实习生 韩莉娟/

网友实拍某洗脚城开张!壮观"场面

洗脚城开张为何有这么多公检法机关捧场

思想阵列

新华网网友莫莫莉#对于一般的消

费来说!如果价格太高!老百姓可以敬

而远之+ 但殡葬不同!它是任何人无法

回避的& 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殡葬

是一件很大的事&高昂的殡葬费用让百

姓#死不起,!无论对于逝者!还是生者!

都是一件十分残忍和悲哀的事&

新华网网友
67689

#几年前!在浙

江温州曾发生过一件真实的事)在一

个乡里!一位
H2

多岁的男子!因为葬

不起死去的父亲! 自己喝农药自杀&

按当地的习俗!办一个丧事至少需要

花费
42

多万元&

新华网网友钢厂老刘# 我爷爷奶

奶的墓穴是前几年花了
5222

元买的!

现在涨到两万元!面积大概一平方米&

新华网网友 #天价医疗费 -天价

骨灰盒 -天价墓地 !共同构成人生终

点站的#三把刀,+ 一些老人一生的积

蓄也就几万元!死后不能给儿女留下

遗产 !都得搭到墓地上 .一些年轻人

贷款买房成为/房奴,!老人去世后又

得借钱买墓地!成了#墓奴,&

新华网网友穿舞鞋的兔子#现在

房价上涨!墓地也上涨!而且涨得猛!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无疑是个#天

价,& 亲人离别之痛后!是#天价墓地,

之痛!真可谓是#痛上加痛,&

悲哀!"天价墓地#令百姓"死不起$

新华网网友罗瑞明 ##天价 , 墓地

的形成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 同时

也造成绝大多数普通市民 #死不起 ,的

窘境!此类现象绝非个别 !在各地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 生老病死是个大事!政

府应该推出老百姓能够承受的 #经济

适用墓,&

新华网网友路上有你 #造成 #死不

起,-#葬不起,的重要原因就是殡葬业

的垄断状况& 推出#经济适用墓,!首先

需要打破殡葬业的垄断状况& 其次!需

要政府部门政策干预 & 目前豪华墓地

的不断涌现!以及#炒墓,-#圈墓 ,之风

的盛行 !都是一种不正之风 & 对此 !政

府部门不能不闻不问 ! 需要出台相应

政策-措施加以制止&

新华网网友新制度主义# 政府应与

垄断化-市场化的殡葬经营撇清关系!承

担起责任! 将殡葬当做一项由政府提供

的公共产品!提供基本的殡葬服务&就如

同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等公共产品一样!

保证每个公民都能生有所养!死有所归&

%经济适用墓$让百姓"死得其所$

新华网网友诗丛小草#出现豪华公墓的根

本原因!还是传统观念在作怪&不少人认为!选

择厚葬老人才是没有亏待老人!才是尽到了孝

心& 更深层的是!不良#等级文化,在起助推作

用 & #天价公墓 ,的消费者们 !大概也正是以

此作为炫耀自己身份地位的载体&

新华网网友久泰平#要想制止#天价墓地 ,

的泛滥! 必须让文明的思想和观念强大起来!

彻底消弭#等级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只

有这样!才能照顾到大部分百姓的消费能力和

心理承受能力!让逝者长眠!生者幸福&

新华网网友雨晨#移风易俗的口号提了很

多年了& 有关部门!负起责任来吧0 人死后!骨

灰沃野最好 !了无痕迹 & 如寄哀思 !一捧土一

棵树足矣& 让发死人财的统统见鬼去吧&

新华网网友山大王 #应该引导民众树立科

学的祭祀观& 现在!不少人已采用了新的文明

形式 !如鲜花祭祀 -网上祭祖 -植树祭祀 -家庭

祭祀等祭奠仪式! 通过献一束花- 敬一杯酒 -

植一棵树 !以及清扫墓碑 -诵读祭文等健康的

方式来寄托哀思&

新华网网友心灵之约#/公墓热 , 的降温 !

有待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建立健全!使各

方面都有法可依& 要做到这一点!相关部门需

要做的还有很多& 毕竟!墓地占耕地不但浪费

着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还助长着封建迷信的

丧葬陋习&

1本报记者 刘静沙 陈慧2

提倡厚养薄葬!厉行勤俭节约

相关链接

何以出现'天价墓地(现象- 据业内人士分析%其一"

由于墓地审批权掌握在少数部门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

经营者可以得到批准"墓地价格往往就是几家公墓协议

达成的垄断价位) 其二"墓地的炒作,传销也是造成墓地

价格居高不下的另外一个原因) 其三"想通过放开市场

来控制墓地的购买量"结果事与愿违"商家恰恰是利用

这一点来提高墓地价格)

#""%

年
$

月
!&

日的*法制日报+报道"当年
'

月"总投

资
$"""

万元,占地
(""

余亩的安徽省当涂县东阳山公墓建

成投入使用) 为把东阳山公墓打造成一个 '生态园林式公

园("当涂县早在
#"")

年安徽省民政厅还没有审批的情况下

就开始动工兴建了) 当涂政府这么'胆大(地做"显然是巨大

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个小小的贵族墓穴至少要
#"

万元"一

座占地十几平方米的小塔可以卖到近
!"""

万元.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近日表示" 将通过政府指导

价,市场调节价对殡葬服务进行规范化管理"确保低价

位的丧葬用品供应) 民政部将通过立法解决殡葬服务价

格高的问题)

基本思路是%一,殡葬中的运尸,存放,火化,骨灰寄存

等基本殡葬服务仍通过政府定价0二,丧葬用品,墓地等实

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确保低价位的丧葬用品供

应0三,引导群众理性消费"树立厚养薄葬的新风尚"抵制大

操大办之风) 年内将公布*殡葬服务条例+)

窦玉沛表示"要加大对'豪华公墓(的执法检查力

度" 特别是对党员干部修建违法占地豪华公墓的要依

法严肃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不但要加大执法检

查力度"还会在适当的时机"会同有关部门对各类公墓

开展一次全面清理整顿) 1相关链接均据网上资料2

柘城广电局就有线电视中断做出答复#

只要缴费就立即施工恢复线路
*

月
#"

日"*焦点民声+栏目刊发了'柘城李原

村有线电视信号中断半年未修(后"

(

月
*

日柘城县

广电局发来书面回复)

回复称"看到报道后"柘城县广电局高度重视"

当天上午召开党组会"并责成相关人员立即到李原

村调查处理) 调查结果如下%李原乡李原村有线电

视于
#""#

年开通"有线电视用户
)"

多户) 开通之

初" 南街有线电视用户承诺按时缴纳视听维护费"

但在
#"")

年至
#""'

年"用户拖欠费用的情况比较

严重"大部分用户不能按时足额缴纳"同时存在着

严重的私拉乱接现象)

#""'

年年初"李原乡街道拓

宽改造"有线电视信号被迫中断) 南街有线电视信

号一直未予恢复) 日前"工作人员赶到李原村"表示

只要用户按时缴纳视听维护费" 就立即组织施工"

恢复南街的有线电视线路) 1韩莉娟2

西峡县重阳乡重阳村

!"

亩耕地被占
#

年无补偿款
手机号

:8;<<<<<<<<

的读者#民以食为天"食以

地为本)我村耕地已被乡里占用,开发
(

年之久)现

如今"我们没地没粮食"补偿款更是多次讨要无果)

难道村里的这
#"

多亩地就这样被占用了吗-

律师点评#征用土地进行补偿时应当履行如下

程序)

!+

按照土地的用途进行补偿)

#+

补偿标准公告

公布"听取被补偿人的意见)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

定后"有关地方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

及时支付相应赔

偿款项"国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流土地

补偿费用) 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

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 若叙述属实" 建议采

取如下措施来维护合法权益)

!+

收集相关证据"向当

地的纪检部门投诉"请求纪检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的

义务)

#+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判拖欠补

偿款者在限定时间内支付相应款项)

1河南商都律师事务所 涂志友律师2

太康马头镇舒屯村

许多农民在自家责任田上建房
手机号

:8=<<<<<<<<

的读者#我是太康县马头镇

舒屯村村民"一年多前许多村民在自家责任田上建

房"土地破坏严重"已经占用农田几十亩了)

律师点评#读者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依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当地土地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予以

制止) 农村责任田属于耕地"应当予以严格保护)

1北京市新达律师事务所 李久锋律师2

本报讯
H

月
1

日" 洛阳牡丹花会隆重开幕"

*焦点网谈+记者邀请了四位嘉宾做客大河网"谈牡

丹及牡丹产业)

!!

月
"

日"国家牡丹园副主任刘改秀接受*焦

点网谈+访谈时称"洛阳市邙山地区是牡丹的发源地)

国家牡丹园是唯一以花卉命名的国家级牡丹专类园"

园内建有国家牡丹基因库"是双国家级的专类园)

!!

月
"

日" 洛阳市牡丹开发管理办公室主任

金志伟接受*焦点网谈+访谈时表示"洛阳牡丹产业

要走高端和专业化的发展之路" 洛阳不是把洛阳牡

丹定位为经济作物"而是把它作为洛阳的一张名片"

作为一种礼品"洛阳牡丹能卖到
!%""

元一盆)

!!

月
#

日" 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戴松成接受*焦点网谈+访谈时说"

!&&(

年"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会批转人大代表们评选国花的议案"由

中国花卉协会负责组织实施"评出牡丹为我国国花"

兰花,荷花,菊花,梅花为四季名花) 由于多种原因"

这一评选结果迄今没有正式宣布)这表明"牡丹已经

被评选为国花" 关于国花评选种种争议的前提并不

存在"目前"是国家应该尽早确认牡丹为国花)

!!

月
#

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樊会涛在洛

阳接受*焦点网谈+访谈时说"在今年的十一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樊会涛联合了
!)

位人大代表向全国

人大提出建议"尽早确定牡丹为中国的国花)樊会涛在

访谈中表示"他将年年提确定牡丹为国花的建议"直到

国花确定下来为止) 1陈耀文2

更多嘉宾网谈请登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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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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