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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婚嫁礼俗往往被视为一生
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仪礼》记载：昏有六
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多
位专家表示，婚俗改革要取得成效，既需拿
出实招，也要直面背后深层问题。

首先，要积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城
市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

只办一天酒席、吃农家大锅菜、用车不
超过6辆……2022年11月17日，邯郸市肥
乡区田寨村村民牛荷飞和田帅盟在亲朋好
友的祝福下举办了一场简约的婚礼。调查
显示，肥乡区村民婚礼操办平均支出为 2
万至3万元，降幅高达76%至84%。

为治理婚礼大操大办和“天价彩礼”，
肥乡区制定节俭办婚礼的参考标准，对席

面规模、用车数量等都给予细致规定。此
外，当地还成立了由村支书、村内能人组
成的村民事务理事会，全程监督。

河南省宁陵县也积极推进行政村成
立红白理事会和红白事监督小组，负责各
村婚丧事务的操办，切实发挥服务监督管
理作用。

此外，要警惕商业诱导的推波助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

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表示，婚
礼市场各类商家利用人们“讲面子”、搞攀
比的心理，在婚礼规模、仪式包装等方面
不断细化，进行商业诱导，加剧种种乱象。

尤为重要的是，多位专家认为，要直
面“天价彩礼”等陋习背后的发展不平衡

等问题。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李巾表示，在一些经济条件欠佳的
农村地区，部分适龄女青年外出务工后不
愿再返回农村，进一步导致适婚女性数量
减少。一些大龄单身男性及其家庭为完成

“娶妻生子”“代际传承”的目标，不得不通
过高价彩礼，提升“竞争力”。这客观上异
化了彩礼原有传统礼仪和情感表达意义。

在马春华看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由于缺乏稳定丰厚的经济来源，彩礼还承
担着家庭经济保障、养老补偿、脸面攀比
等多重作用，金额因而水涨船高，甚至出
现“经济越困难的地方彩礼越高”的怪象。

马春华认为，要摒弃陋习、形成新风，

还要在深刻认识社会民情和文化背景的
基础上，重视“天价彩礼”背后的经济逻
辑，通过增加城镇教育资源等方面供给，
进一步推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
均衡化，减轻家庭显性或隐性成本。

三年实验工作已进入下半程。民政部
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表示，下一步，民政
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实验区工作的指导力
度，帮助实验区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提升
能力，争取再形成一批可学可用可复制可
推广的创新经验。同时针对实验区已产生
的好做法好经验，民政部将及时总结推广，
并上升为指导面上工作的政策措施。

（记者 高蕾 孙少龙 范思翔 白明
山 李亚楠 袁秋岳）

13日发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

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近年来，“天价彩礼”、婚礼恶俗

闹剧等频频出现，引发社会高度关

注，多地积极开展相关改革。2021

年4月以来，全国已确立32个婚俗

改革实验区。这些改革成效如何？

“新华视点”记者展开调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剧烈变迁，
婚俗也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地方的“天价
彩礼”、盲目攀比等婚姻陋习与现代文明
社会形成巨大反差。如何为爱“减负”，让
婚俗与时俱进，各地不断开展探索。

设立婚俗改革实验区是推进婚俗
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抓手。2021 年 4
月，河北省河间市等第一批 15 家单位

被确立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2021
年 9 月，结合实践经验和各地意愿，河
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等 17家单位被确定
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进一步
扩大试点覆盖面。

按照相关要求，这些实验区从开展婚
姻家庭辅导、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培
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教

四方面入手推进婚俗改革。
在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方面，各地

建立健全一站式、多元化的婚姻家庭服务
机制。目前，我国84%的县级以上婚姻登
记机关设置了婚姻家庭辅导室。

在创新婚俗礼仪方面，将颁证仪式引
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引导
当事人用庄重的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

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32个实验区普
遍提升了婚姻登记软硬件环境，设立了婚
姻文化馆或婚姻文化长廊，帮助新人深化
对婚姻的认识和理解。

在整治不正之风方面，各地基层自治
组织把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纳入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对彩礼、婚宴、随礼等
标准、参加人数等作出规定。

遏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是婚
俗改革一项重点内容，也是各实验区重要
发力点。各地不仅进一步强调监管，还提
出很多具体行之有效的办法。

——加大对公职人员的监管力度。
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全区 233个

行政村、76个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
理事会活动章程，将彩礼限额原则上不超
过 6万元等规定写入村规民约并公开上
墙。

在江苏省东台市，建立公职人员婚前
廉政谈话、操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违规
操办婚嫁事宜歪风查办三项制度，引导党
员干部带头做到婚事新办、简办、廉办。

——举办零彩礼集体婚礼。
大红的喜字、鲜艳的绸缎、芬芳的鲜

花……2022年5月20日，被装点得喜气洋
洋的河间市大庄村红色礼堂内，正在举行
一场零彩礼集体婚礼。来自兴村镇北李
子口村的一对新人——明亮、赵聪敏，身
穿中式喜服，和其他6对新人一起，在乡亲
们的祝福下掀盖头、拜天地、行结发礼。

“我看上的是明亮这个人勤劳肯干，
有没有彩礼不重要。”赵聪敏说，虽然没收
彩礼，但能参加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也给小日子开了个好头。

“5·20”零彩礼集体婚礼是河间市推
动婚俗改革的重点举措之一。2021年以

来，在河间市民政部门办理的新婚登记
中，不少是零彩礼和低彩礼。

——加强调解和鼓励。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大槐树村村民

张盼还记得，自己在谈婚论嫁时曾因彩礼
犯了难。“我们当地的习俗是彩礼 12万到
15万元，外加一辆车和宝鸡市区的一套
房，这下来得小一百万元，村里人哪里拿
得出来！”多亏当地红白理事会的调解和
劝说，女方家把彩礼降到6万元。

在邯郸市肥乡区，获评“移风易俗好
家庭”的家庭成员可获得免费体检、10万
元创业担保贷款等各项优惠政策，释放正
向激励效应。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婚俗改革涉及的是群众风俗习惯，更

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一些实验区通过
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
组织、民间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婚俗改革
相关工作。

2022年，成都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受四川省民政厅委托，对省内各地收彩
礼等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分析。“我们团队
走访了12个不同地区的婚姻登记处，积累
了大量一手素材，最终形成相关报告，为
下一步民政部门出台有针对性的举措提
供参考和依据。”成都太阳花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理事长张凤说。

2023年底每个省份集采药品数累计达
到450种、各省份至少开展1批省级耗材集
采、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国家
医保局 1日发布《关于做好 2023年医药集
中采购和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为 2023
年医药集采工作划出重点。

2023年底每个省份集采药品数
累计达到450种

通知明确将持续扩大药品集采覆盖
面，到 2023年底，每个省份的国家和省级
集采药品数累计达到 450种，其中省级集
采药品应达到 130种，化学药、中成药、生
物药均应有所覆盖。

截至目前，国家已经组织开展 294种
药品集采，一批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
门诊常见病、慢性病用药平均降价超过
50%。得益于大幅降价，患者使用高质量
药品的比例从集采前的50%上升到90%以
上。

日前，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
发布了《关于开展第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相关药品信息填报工作的通知》，正

式启动第八批相关药品信息填报工作，涉
及约 40种药品，覆盖抗感染、心脑血管治
疗等领域。

在规范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接
续方面，通知明确上一轮集采中选价格偏
高的品种要持续挤压价格水分，市场情况
发生变化后上一轮集采中选价格偏低的品
种，经充分竞争后形成新的中选价格。

此外，通知明确将重点指导湖北牵头
扩大中成药省际联盟采购品种和区域范
围，江西牵头开展干扰素省际联盟采购，广
东牵头开展易短缺和急抢救药省际联盟采
购。

继续开展新批次国家组织高值
医用耗材集采

2022年 9月，第三批国家组织高值医
用耗材集采聚焦骨科脊柱类耗材，拟中选
产品平均降价84%。

通知明确，要做好脊柱类耗材集采中
选结果落地执行，参照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价格专项调整的做法，优先调整与脊柱类
耗材集采相关的手术价格。

此外，将聚焦心内科、骨科重点产
品，指导更多省份推进吻合器、超声刀等
普外科耗材集采，继续探索体外诊断试
剂集采，各省份至少开展 1批省级耗材集
采。将重点指导陕西牵头开展硬脑（脊）
膜补片、疝修补耗材省际联盟采购，河南
牵头开展神经外科等耗材省际联盟采
购，安徽牵头开展体外诊断试剂省际联
盟采购。

2023年 1月，口腔种植体系统集采在
四川开标，拟中选产品平均中选价格降至
900余元，近1.8万家医疗机构参与集采，采
购需求量达287万套。

在持续开展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方
面，通知明确要落地实施种植体系统集采
结果，引导医疗机构优先采购使用中选产
品。四川医保局率先开展牙冠竞价挂网，
其他省份及时跟进联动四川的牙冠挂网
价。各省份于 4月中旬前全面落实全流程
调控目标。

加强中选产品供应保障 推进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

集采降价后的药品、耗材供应保障一
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

对此，通知明确要加强中选产品供应
保障，建立医疗机构、生产配送企业、医药
集中采购机构间集采品种供应保障的有效
反馈机制，提升应对供应配送问题的灵敏
度，及时采取加大供应调配、替补供应等措
施，对不能按要求供应的企业，依情节给予
相应等级信用评价。

在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管理方
面，通知明确唐山、苏州、厦门、赣州、乐山5
个国家试点城市要监测首轮调价运行情
况，持续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同时，要加强挂网药品价格管理。通
知明确按要求做好新版目录谈判药品和竞
价药品的挂网工作，并加强日常监测和动
态管理。规范药品挂网、撤网工作，严防变
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改换规格包装
等“改头换面”的涨价行为。

此外，通知明确对价格异常上涨、价格
总体偏高或明显高于全国低价的情形，各
省份要及时开展函询约谈提醒，纠治不当
价格行为。

2023年医药集采工作“划重点”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1 实验区从四方面推进婚俗改革

２ 监管、调解、鼓励、保障多管齐下

3 拿出实招直面背后深层问题

● 高攀不起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多地开展婚俗改革，破除“天价彩礼”陋习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金沙萨3月14日电（记者 史彧）
利伯维尔消息：加蓬政府 14日晚发布公告说，
日前在首都利伯维尔附近发生的沉船事故已造
成21人死亡、16人失踪。

公告说，目前已有124人获救，救援人员打
捞起21具遇难者遗体，仍有16人下落不明。搜
寻工作仍在进行。

出事轮船往来于利伯维尔与加蓬经济首都
让蒂尔港之间，9日凌晨在利伯维尔附近沉
没。加蓬总统邦戈 13日晚宣布，14日至 16日
为全国哀悼日，暂停一切庆祝活动。

新华社马普托3月14日电（记者 聂祖国）
连日来，热带气旋“弗雷迪”持续影响马拉维、莫
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强降雨和强风天气造成
洪灾、风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已
导致三国220余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

马拉维灾害事务管理局14日通报说，热带
气旋“弗雷迪”在该国南部地区引发灾害导致的
死亡人数已升至 190人，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
布兰太尔地区已造成158人死亡。

马拉维政府已为灾民设立 57个临时安置
营地，并将灾区学校停课时间延长至 3月 17
日。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 13日宣布南部灾区
进入紧急状态，多部门已在当地开展联合救援
行动。

目前，马拉维还遭受严重的霍乱疫情，截至
13日已有 1600余例霍乱死亡病例。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表示，热带气旋带来的强降雨或导致
霍乱疫情恶化。

在莫桑比克，“弗雷迪”已造成至少20人死
亡，目前仍有两万多灾民栖身于政府设立的临
时收容所。

莫灾害风险管理和减灾局一名官员 14日
在莫中部赞比西亚省对媒体表示，该省有1800
多所民房及 14家医疗单位受损，9条路段的交
通因洪水中断。

莫桑比克国家通讯社报道说，受风灾和水
灾破坏，赞比西亚省、马尼卡省和索法拉省等中
部三省共有11.6万名居民受停电影响。

在马达加斯加，“弗雷迪”已造成 17人死
亡，5个地区受灾，上万人流离失所。

世界气象组织说，2月 6日被命名为“弗雷
迪”的热带气旋形成于澳大利亚西北部印度洋
海域，向西横穿印度洋，先后登陆马达加斯加、
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莫国家通讯社表示，持续
一个多月的“弗雷迪”已成为有记录以来持续时
间最长的热带气旋。

（参与记者：彭立军 朱绍斌 凌馨）

热带气旋“弗雷迪”致非洲
南部三国220余人死亡

加蓬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升至21人

这是3月14日在乌拉圭南部卡内洛内斯省
拍摄的水坝及其附近干涸的河床。

南美洲国家乌拉圭正经历干旱。
新华社/法新

乌拉圭干旱

受宝塔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委托，我
公司将对下述国有资产按现状进行公开处置，
处置方式:网络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宝塔区光华路原婚姻登记中心一层临街

两间商铺三年租赁权（面积约28㎡/间）。
2.宝塔区东关街东关小学临街四间商铺三

年租赁权（面积约18㎡/间）。
3.宝塔区二道街凤凰山社区 2号楼一层 2

间商铺三年租赁权（总面积约119.92㎡）。
4.宝塔区公务车辆 2辆，分别为登记日期

于 2010年的东风日产奇骏越野车一辆和 2012
年的帕萨特轿车一辆。

二、拍卖时间：2023年3月24日上午10时
三、拍卖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
四、标的展示时间与地点：房屋租赁权即日

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车辆于2023年3月22日
至3月23日在区人大后院和区委院内展示。

欢迎有意竞买者咨询、查验标的及资料，即
日起在中拍平台注册报名，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联系地址：延安市新区民投金融小镇B栋
二楼201号

联系电话：0911-2119510 13891110956
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16日

房屋租赁权和公务车辆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