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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改革和移风易俗是重大民生工程，事关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深化全市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健
康有序发展，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生态的殡葬治理方式，
中共安顺市委办公室、安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拟制定《关于
进一步加快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并在全市有序推进殡葬
改革工作。

现根据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和安全风险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文件的规定，将

“进一步加快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公示如下，以广泛
征求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殡葬改革重大决策社会稳定和安
全风险的意见和建议，以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您的宝贵
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以下电话或邮箱。

一、联系单位及联系方式

评估单位：贵州潇雄律师事务所
电话：186 0853 7789（鄢海鹏律师）
邮箱：1210774476@qq.com
电话：186 0853 7567（卢仁庆律师）
邮箱：1228071327@qq.com
二、殡葬改革主要内容
2022年西秀区、经开区、平坝区城市建成区，普定县、镇

宁自治县、关岭自治县、紫云自治县县城城市建成区，黄果树
旅游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全面实行集中治丧；平坝区、普定县
在全域火化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高火化率，西秀区、经开区、
黄果树旅游区实现全域火化，镇宁自治县、关岭自治县、紫云
自治县县城规划区及重点乡镇全面实行火化；实现火化区域
集中安放（葬）设施全覆盖。2024年实现全域火化，集中安放
（葬）设施城乡全覆盖，重点乡镇（街道）城镇规划区集中治丧

服务全覆盖。
深入推行集中治丧，对城市建成区和有条件的乡镇（街

道），治丧和悼念活动必须在殡仪馆、火葬场及殡仪服务站进
行，禁止占道停尸治丧，对不便集中治丧的边远乡村居民，可以
在不妨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影响村容村貌等情况下，就近办
理丧事活动；禁止骨灰装棺埋葬、乱埋乱葬。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一）范围：全市范围内的居民、农民、个人、企事业单位、机

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校、厂矿等广大社会各界人士及和本决策
事项实施有直接或间接利益者。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本决策实施对当地经济及社会的影响；
2、对本决策实施的态度和看法；
3、本决策对当地环境、生态、交通、用地、安全、社会稳定等

方面的影响；
4、本决策对当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5、本决策实施后，对当地影响最大的是哪方面；
6、本决策实施后，是否有公共安全隐患；
7、其他方面的意见。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
公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及利害关系人通过口头、网

络、书面意见、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各种适当的方式向主管
单位及社会稳定和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反映意见、诉求和建议。

公示时间：自公示之日起30日。

安顺市民政局
贵州潇雄律师事务所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安顺市深化殡葬改革重大决策社会稳定和安全风险评估征求意见公示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9月21日是国际和平
日。多国人士表示，多年来，中国始终践
行和平发展理念，为维护全球和平、推动
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促进人类共同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家
理事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说，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和平发展议程，
在世界不稳定性因素日益增加的背景
下，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国际多
边机制发挥重要作用。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
希尔说，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发展理念，致
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共

享繁荣。中国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
待，推动各国和平共处。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奈伊朱说，多年来，中国为维护
全球和平不懈努力，并以实际行动支持
非洲走上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之路，中
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关注到
非洲大陆发展的核心需求。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
尼勒说，中国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与
和平安全作出重要贡献。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向
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抗疫物资，展现了

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主张以发展促和
平，在维和、减贫、发展等多领域以实际行
动推动世界共同应对挑战，为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人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黎巴嫩“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新闻
网站总编辑马哈茂德·拉亚说，中国一贯
主张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中国的和平
发展激励其他国家致力于建设和谐、和
平的社会，远离战争和侵略，中国成为解
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伙伴。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
员舍拉迪尔认为，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
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一直以来，中
国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为吉尔吉斯
斯坦提供援助，是可靠的发展伙伴。

乌兹别克斯坦资深媒体人、中乌友好
网主编库尔班诺夫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给各国带来了重要
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秉
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在促进沿线国家互
联互通、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称赞，这成
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标志。

巴基斯坦卡拉奇外交关系委员会联
合主席伊克拉姆·塞加尔表示，中国坚定
支持包括维和任务在内的联合国工作，
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为世界和平和全球
稳定作出贡献。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
坚定维护者和推动者。

欧洲与美国股市20
日显著下跌，纽约股市
三大股指创数月来最大
单日跌幅。分析人士认
为，受美联储议息会议、
美国国会债务上限谈判
僵局等因素影响，投资
者避险情绪明显升温，
未来美股等主要金融市
场波动或将有所增加。

欧洲三大股指 20
日全线下跌。英国《金
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
价格指数、法国巴黎股
市CAC40指数、德国法
兰克福股市DAX指数
收 盘 跌 幅 分 别 为
0.86%、1.74%和2.31%。

纽约三大股指 20
日出现深幅下挫，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与标
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当日盘中最大跌幅一
度超过2%。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下跌614.41点，收于33970.47点，跌
幅为1.7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下跌75.26点，收于4357.73点，跌幅为
1.7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30.06
点，收于14713.90点，跌幅为2.19%。

同时，衡量投资者恐慌情绪和市场
风险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又
称“恐慌指数”）当日盘中最高升至
28.79点，收盘大幅上涨近23.55%。

事实上，美国股市在几周前强劲上
涨之际，不少投资人已发出警告，20日
的深度下跌终于让市场预期已久的回
调得到较大程度兑现。

瑞讯银行高级分析师伊佩克·奥兹
卡德斯卡娅说，虽然过去几个月股指上
涨过程中，华尔街曾表现紧张，但由于投
资者担心错过进一步上涨以及没有替代
性投资品种，股市并未出现较大回调。

哈里斯金融集团执行合伙人杰米·
考克斯表示，美国国会债务上限谈判僵
局、对货币政策变化的担忧以及一系列
上调税率的建议已经打压了投资者情
绪，或将导致股市继续回调。

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美市场经历长
期上涨后的回调预期兑现，与美联储议
息会议、美国国会债务上限谈判及新冠
疫情或将再次拖累复苏等多重因素形成
共振，可能对市场未来走势造成压力。

高盛集团日前表示，投资者不确定
性有所增加，叠加新冠疫情以及财政和
货币政策动向等因素，预计短期内市场
波动性将加大。

瑞银集团表示，全球股市处于历史
高位和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现状令投
资者不安，推动全球经济回归常态化路
径的辩论将持续给市场带来波动。同
时，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等诸
多因素或将增加额外风险。

此外，美联储过去几个月试图避免
让缩小购债规模冲击股市，但这一利空
终将临近。近期经济数据表现不足以
让美联储停止缩小购债规模计划实施，
市场逐渐对此认知清醒，并将逐渐显现
在市场价格波动中。

新华社联合国9月20日电 联合
国20日举办旨在推动实现2030年议
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高级别活
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
敦促各国共同努力，重回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轨道。

古特雷斯说，世界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使可持
续发展目标“更加遥不可及”。不过，
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不可实现。他呼
吁在五个领域采取行动：结束新冠疫
情、争取以可持续与平等的方式从疫
情中恢复、确保性别平等、保护环境、
鼓励大众参与。

古特雷斯说，目前的新冠疫情应

对措施太缓慢、太不均衡。他呼吁通
过“全球疫苗接种计划”将新冠疫苗
产量翻番，争取到明年年中实现全球
疫苗接种率达到70%。为确保以可
持续与平等的方式从疫情中恢复，应
大胆增加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就
业等领域的投入；改革全球金融体
系，解决债务负担，保证发展中国家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中
受益。

古特雷斯表示，没有性别平等，可
持续发展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呼吁
结束“与地球的战争”，争取到2050年
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采取更具雄
心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行动，帮助发

展中国家转向绿色经济。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

拉·沙希德在发言中呼吁缩小在政治
意愿和资源投入方面的鸿沟。他表
示，必须保证各国，尤其是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获得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并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足够资源。

联合国机构负责人以及一些国
家领导人和民间组织代表等参加此
次活动。

联合国2020年年初发起可持续
发展目标“行动十年”计划，并决定在
此期间每年举办一次“可持续发展目
标时刻”高级别活动。

联合国举办“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高级别活动

新华社德黑兰9月20日电 伊朗
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20
日敦促美国“纠正错误政策”，切实取消
对伊朗的制裁。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日
报道，伊斯拉米当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时表示，美
国前政府发起的对伊极限施压政策已
经失败。美方别无选择，必须放弃“沉
迷于单边制裁”并尊重国际法。他说，

“现在是美国纠正错误政策，并以务实、
有效和可验证的方式取消所有对伊朗
制裁的时候”。

伊斯拉米表示，伊朗一直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避
免政治化，保持其独立性、公正性和专

业性。伊朗的核计划和活动完全出于
和平目的。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
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
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
措施。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
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
措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今年4月开始
在维也纳举行，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
题，迄今已举行6轮。由于美伊分歧严
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新一轮
会谈迟迟没有举行。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
敦促美国切实取消对伊制裁

新华社莫斯科9月20日电 俄罗
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简称“中选委”）主
席帕姆菲洛娃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根据选举投票初步统计结果，有五个政
党进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执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的席位数
大幅领先。

根据俄中选委数据，国家杜马选举
计票完成99%后，统俄党以49.82%的
得票率继续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俄共）以19.00%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自民党）获得
7.49%的选票，排在第三位。此外，公
正俄罗斯-爱国者-为了真理党获得
7.42%的选票，新人党获得5.35%的选
票。上述五个政党跨过5%得票率门
槛，将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这也是俄
罗斯近18年来首次有五个政党进入国
家杜马。

数据显示，在清点完 99%的选票
后，统俄党候选人在199个单席位选区
领先，俄共赢得9个单席位选区，公正俄

罗斯党赢得8个。
帕姆菲洛娃说，统俄党赢得超过

300个国家杜马席位，保住“宪法多数”
地位。俄共获得的席位显著增加，自民
党的席位几乎减半。

此外，根据中选委数据，本届国家
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1.68%，超过2016
年的47.88%。

俄总统普京当天表示，高投票率说
明人们以负责任态度对待国家杜马选
举，俄罗斯的稳定、繁荣和进步取决于
国家杜马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国家杜马
代表尽己所能，不辜负人民的信任。

俄国家杜马选举从9月17日持续
至19日。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
由450名代表组成。此次选举实行混合
选举制，即在总共450个议席中，一半议
席按照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另外
一半议席则在单席位选区中选举产生，
即在全国设立225个选区，每个选区选
举产生一名议员。各政党进入国家杜
马的得票率门槛为5%。

俄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
统俄党席位大幅领先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5日说，美
国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
是为了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责任。
这样一份栽赃报告、政治报告，自然不
可能就病毒溯源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情报机构溯源
报告不太可能就新冠病毒究竟是源自
大自然还是从实验室泄漏给出明确结
论，部分原因是缺乏来自中国的详细
信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美国政府通过情报机构
搞所谓溯源报告，不是为了寻找新冠病

毒起源的事实真相，也不可能是一份基
于事实和科学方法的科学报告，而是为
了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责任、向中国
甩锅推责。“这样一份栽赃报告、政治报
告，自然不可能就病毒溯源得出任何科
学的结论，只会对国际溯源和全球抗疫
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

“美方声称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
我可以告诉美方，这不过是掩饰其情
报溯源失败的借口。”汪文斌说，中国
和世卫组织专家已经发布了联合溯源
研究报告，里面有充分的权威、有价值
的信息。美国是全球疫情感染和死亡

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向外扩散病毒
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疫情发生的时间
线不断提前，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来
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同新冠病毒的联系
疑点重重。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美方就
此展现公开透明，提供详细信息。

“美方对上述问题避而不答、讳莫
如深，还不断为此设置障碍。这只能
说明美方做贼心虚，关心的不是如何
找到病毒来源，而是如何借溯源打压
别国、服务一己私利。”他说。

据《人民日报》（2021年08月26
日第17版）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多国人士称赞中国积极践行和平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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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美借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是为向中国甩锅推责

这是9月2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五十周年纪念公园拍摄的Stella Vita太阳能房车。
Stella Vita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理工大学的太阳能团队最新研发出的一款太阳能房车。据介绍，该车在晴朗天

气情况下最高可实现730千米的续航。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在中秋佳节到来之
际，多个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及中国驻
当地使领馆等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与
当地民众同庆中国传统节日，促进人文
交流，增进人民情谊。

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20日举
办“2021中法中秋线上音乐会”。音乐
会通过电视、电台、新媒体平台等在全
球范围播出。15位中、法及瑞士音乐家
用钢琴、竖琴、激光竖琴、琵琶、二胡、马
头琴、古琴、古筝等乐器，演奏中国民乐
经典曲目以及原创音乐作品，将东西方
音乐完美融合在一起。中国驻法国大
使卢沙野表示，这次音乐会让中法两国
人民再次以音乐形式相聚“云端”，相信
将给人们带来更多文化共鸣和情感共
振，用旋律互相传递温暖，加深两国人
民友谊。

在埃及，“2021年开罗中国文化中
心‘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系列活动”
于本月 16 日启动，将持续至 10 月 5
日。该活动由“经典话中秋”“美食品中
秋”“音乐颂中秋”“诗画咏中秋”四大版
块组成，以动画、短视频、云音乐会、虚
拟体验展、摄影展等多种形式呈现，可
在线探访大熊猫家园、利用VR技术游
览新疆等。

在匈牙利，由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
心举办的“第二届匈牙利月饼制作坊”

活动日前以“线下体验+线上转播”方式
举行。在线下体验日，十余名匈牙利人
在旅匈华人面点师指导下，现场学习水
油皮制作，亲手调制鲜肉、五仁、芝麻等
馅料。此外，他们还根据自己的喜好制
作了匈牙利口味月饼。活动结束后，布
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向参与者颁发了

“月饼制作技能证书”。此次月饼制作
活动的视频于21日在布达佩斯中国文
化中心的社交媒体网站以及匈牙利中
心电视台同步播出。

在俄罗斯，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
日前向领区内留学生赠送了中秋月
饼，让疫情期间不能回家的莘莘学子
感受到家的温暖。中国驻圣彼得堡总
领事王文丽勉励学子们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发挥留俄学子爱党爱国的优
良传统，认真学习专业本领，在实践中
经受历练，学成后作党和国家事业的
建设者。

在新西兰，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
玺21日发表致辞，向在新中国公民和
新西兰友人送上国庆中秋问候和祝
福。吴玺表示，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
性挑战，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团结合作。中方愿与新方一
道，发扬“争先”精神，坚持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不断丰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内涵，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月圆情圆人团圆
——欢庆中秋活动在多国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