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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

满足人民对人权保障的新需求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9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
2025年）》。

行动计划共分导言，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环境权利，特
定群体权益保障，人权教育和研究，参与全
球人权治理，实施、监督和评估8个部分。

行动计划指出，自2009年以来，我国先
后制定实施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人
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各项权利得到更
加切实保障，保护特定群体权益的政策和
法律措施更加完善，人权法治保障进一步
加强，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

权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行动计划称，2021—2025年是我国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制定和实施行
动计划的目标是：
——将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共

同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满足人民对人权保障
的新需求作为奋斗方向。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进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充分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的全面
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
——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促

进人民有效社会参与，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提供更为坚实的民主法治基础。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
美丽中国，为全人类和子孙后代共享发展创
造可持续条件。
——加强对特定群体权益的平等保护

和特殊扶助，促进所有人平等分享发展成果，
为实现所有人全面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广泛开展人权教育、研究、培训和知

识普及，营造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
氛围。
——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深度参

与联合国人权机
制工作，推动建设
更加公平公正合
理包容的全球人
权治理体系，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据新华社南京9月9日电（记者 蒋芳）9日零时起，江苏省
扬州市中风险地区清零，江苏省所有区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专家组综合评估
研判，扬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自2021年9月9日
零时起，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北街道卜扬社区瘦西湖
福苑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扬州市
全域为低风险地区。

据新华社南昌9月9日电（记者 赖星）2021年9月9日上
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劳荣枝故意杀
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劳荣枝犯故意
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英（已另案判决）系情侣
关系。1996年至1999年间，二人共谋并分工，由劳荣枝在娱乐
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对象，由法子英实施暴力，先后在
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
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4起。案发后，劳荣枝使用“雪莉”
等化名潜逃，并于2019年11月28日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劳荣枝伙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被
害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
暴力、威胁手段抢劫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以勒索
财物为目的绑架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劳荣枝在共同
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
罚。劳荣枝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常州绑架的事实，系坦白。
劳荣枝故意杀人致五人死亡；抢劫致一人死亡，抢劫数额巨大，
并具有入户抢劫情节；绑架致一人死亡，勒索赎金7万余元，犯罪
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和社
会危害性极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虽有坦白
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劳荣枝犯数罪，应依法予以并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劳荣枝当庭表示上诉。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国家统
计局9日发布数据，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4.1%，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
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44.9%，降幅比上月扩大1.4个百分
点；淡水鱼价格上涨25.4%，涨幅回落5.5个百分点；鸡蛋和食
用植物油价格分别上涨15.9%和9.4%，涨幅均有回落。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
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2.5%，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
服务价格上涨1.5%，涨幅回落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分析，8月份，各地
区各部门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
格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按户摊派标准不一

家门口的路变成“贫字牌”

“每家每户都得交钱。一开始说是捐
款，现在捐款是捐款，修路钱是修路钱，有
的村民捐了款，但没交修路钱一样不给修
路。”一些村民反映。

山东省以及青岛市、平度市的“户户
通”相关文件都要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
自愿出资出劳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各界进
行多种方式的捐资捐助，为农村通户道路
硬化提供资金保障。

督查组核查发现，在实际执行中，部
分村镇名义上是自愿捐资捐助，村委却硬
性收费。上级要求量力而为，可是落实到
村镇，却变成了争修高标准水泥路，搞起
了按户摊派。
“家里条件是不是困难看路就行。条

件差一点的现在还都没交钱，所以都没修
路。”对于一些家庭条件稍差的村民来说，
家门口的路仿佛变成了一道“贫字牌”。

一位低保户表示，因为家里非常困难
而享受低保政策，却得再掏钱修路，着实
想不通。

另有村民反映，修路收费标准不一，
不同村镇收费标准从每平方米7元到20元
不等。一些村镇甚至以村民家中有多少
间房屋作为收费标准。有的甚至在同一
个村镇内收费标准也不一致，“有的按一
间屋60元收，有的按其他价格收。”

督查组走访一些村镇了解到，修路款
大多是由村“两委”代收。但在杏庙村等
地，村民们交完钱后大多数都没有拿到缴
费凭证。一共有多少钱、钱去哪了，村民
们都不知道。

“钢琴路”和“倒灌路”

村民一提这个路就烦心

“现在一提这个路就烦心。”在山东省
平度市旧店镇杏庙村，督查组一提“户户
通”立刻就打开了村民们的话匣子。

在杏庙村，记者看到一个奇怪的现
象：处于一条巷子里的道路，有的家门口
硬化了，有的却是土路。一些村民戏称就
像“钢琴路”，一块黑一块白。村民说：“交
了钱的就给修了，还没交钱的就不给修。”

在山东省安丘市景芝镇戴家沙浯村，
督查组同样看到了“钢琴路”。督查组到
达这个村时，恰逢当地下雨，走在“户户
通”工程的路上，硬化路、泥土路交错，一
场雨过后，走起来鞋子照旧沾满泥巴。

还有一些村民反映，没修前，路还算
平顺，修完后出现雨水倒灌。莱西市店埠
镇的一些村民反映，由于新修道路路基下
挖深度不够，硬化后路面比硬化前高出不
少，村民家院子里的雨水流不出来，一下

雨就会倒灌。为了挡水，村民不得不自制围
挡或干脆挖排水沟。

好政策执行时别走样

民心工程更应该暖人心

据了解，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
上集中反映的“户户通”问题，涉及山东省烟
台、青岛、临沂等多地。

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推动农村通户
道路硬化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到2020年年
底，基本实现全省农村通户道路硬化。通知
要求，除纳入近三年内搬迁、撤村并居、社区
和城区建设规划的村庄，以及远离村庄的散
居户（15户以内）和常年无人居住户外，剩余
行政村全部实施通户道路硬化。由县级政府
科学制定村庄搬迁、撤村并居、社区和城区建
设规划，明确常年无人居住户认定标准。

这份通知同时说明，有条件的村可以采
用较高标准，经济实力较弱的村可以采用块
石、卵石、红砖、预制砖、风化料、建筑废弃料
等建筑材料实施道路简易硬化。

平度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
示，“户户通”项目的资金来源上，20%由青岛
市支持，平度市配套40%，镇村两级负责其余
40%的建设资金。

一些村民认为，有的村镇村集体产业少，
配套资金压力大，而上面又有考核任务，导致
了以“自愿捐款”的名义变相向村民收费。“好
政策到了下边执行的时候走了样。”村民说。

督查组建议，制定和执行政策要量力而
为。修路便民本是好事，但一些地方在执行
中，不应不顾自身的现实条件，盲目提高建设
标准，为了完成任务向群众搞摊派。督查组
还建议，对督查中暴露的问题进行整改，解决
好“钢琴路”等问题，特别是对低保户等特殊
困难群体，不能增加他们的其他负担，杜绝摊
派等现象，规范管理修路资金。

针对督查组发现的问题，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表示将立行立改，对辖区内“户户通”工
程进行再摸底再排查，加强自查的同时，更多
听取村民的意见。对搞摊派现象，发现一个
整改一个，对“钢琴路”等现象立即进行整改。

据新华社济南9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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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坑出土大量金珠，一把有分量的
“金斧”已露头，6号坑木箱底部新发现一
把锋利的精美玉刀……记者从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三星堆遗址新出土
一批重要文物，又有一些新的待解之谜。

记者日前在5号“祭祀坑”考古发掘
现场看到，现场负责人、四川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黎海超正带着学生用X射线
荧光光谱仪探测坑内金器的成分。

5号坑是三星堆“祭祀坑”中面积最
小的，却是含“金”量最高的，已出土重达
280克的半个黄金面具、鸟型金饰片等金
器以及玉器、象牙器等。

目前看到，5号坑中有一件稍大的金
器已露出头。“这件金器像斧头，这是之
前没发现过的造型。”黎海超说，这把“金
斧”有一定厚度，很费料，它具体是做什
么用的，还有待研究考证。
“除了‘金斧’，最近我们还在5号坑

发现了不少金珠，有的金珠只有米粒般
大小。”黎海超说。通过探测发现，这些
金珠的含金量高达99%，“我们推测很可
能是制作时采用了炸珠工艺，即将黄金
溶液滴入温水中形成大小不等的金珠。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炸珠工艺。”

5号坑旁边的6号坑同样充满了待
解谜团。6号坑中埋藏着三星堆首次发
现的木箱，木箱是做什么用的？箱子里
有什么？黎海超说，目前在木箱内主要
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丝织品的痕
迹，二是最近在箱底发现了一件精美的
玉刀，形状很像现在的西餐刀。这把玉
刀到底是礼器，还是有实用价值，有待
进一步考证。

目前，6号坑的木箱以及木箱下面的
灰烬堆积已经整体提取完毕并运送至库
房。下一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
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实
验室考古，解开一个个待解之谜。

据新华社成都9月9日电

村路“户户通”变成“户户痛”
名义上自愿捐资捐助修路 落实到村镇却搞起按户摊派

“雨天不踩泥、晴天不起土”，这是山东省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方案的基本标准，这项工作被当地
干部群众称作“户户通”工程。根据山东省的目标，2020年年底，不仅要实现国家要求的“村村通”，更要基本
实现全省农户家门口通硬化路。记者近日跟随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督查组在山东省多地发现，不少村
民抱怨：一些“户户通”工程质量堪忧，且强行摊派群众个人出资修路，甚至有的低保户也被摊派。

三星堆“新宝贝”的待解之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9日公布了5月以来的最新发掘成果，考古学家们又新

发现了5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完整金面具、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国宝”。

图1考古人员在8号“祭祀坑”内工作。

图2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

图36号坑出土的玉刀。

图4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盖。

图53号“祭祀坑”内拍摄的青铜神兽。

新华社发

8月CPI同比上涨0.8%

江苏省全域低风险

一审判死刑劳荣枝提出上诉

9月9日19时50

分，我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将中星9B

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中星9B卫星

发射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文化和旅游部9日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要求从
严从实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坚决遏制歪风邪气、
铲除其滋生土壤，推出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文艺作品，培育
坚守初心、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营造积极向上、充盈正气
的文艺生态。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全系统认真对标对表中央宣传部《关
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按照《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和“饭圈”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安排》的
要求，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要进一步规范市
场秩序，加大违法违规问题惩处力度。要加强文艺工作者教
育管理和道德建设，强化行业管理，规范演出经纪行为，明确
经纪机构责任，重视行业自律，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

大力整治文娱领域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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