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9 日,贵州铜仁市江口县向
各经营者下发 叶江口县猪肉保供稳价
告诫书曳称,为做好当地市场猪肉保供
稳价工作,按照相关会议尧文件精神,特
发出此告诫书遥 告诫书要求商户遵照
执行的价格为野白条肉每斤须在 20 元
以内,五花肉每斤须在 25 元以内冶野凡
不按以上规定的价格执行, 视为扰乱
猪肉保供稳价市场, 恶意哄抬物价冶遥
10 月 30 日,因该叶告诫书曳违反叶价格
法曳 有关规定, 立即对此行为进行整
改遥

最近一段时间, 猪肉的价格一路
攀升,成了不少家庭关注的热点话题遥
在猪肉价格居高不下且有可能继续上
涨的背景下,吃猪肉似乎成了野奢侈冶
行为遥 对此,有关部门高度关注也不是
坏事, 但其随意干预经营者的自主定
价行为,显然过犹不及,既有违市场经
济规律,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理念遥

众所周知, 今年尤其是后半年以
来,全国各地猪肉价格明显上涨,让很

多人有了野吃不起猪肉冶的感觉遥 尤其
对低收入家庭来说, 价格翻番的猪肉,
更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遥 因而,相关政
府部门稳定猪肉价格, 关心民生的初
衷值得肯定和赞扬遥

但不能否认的是, 其给相关产品
定价的做法极其不妥, 既有违市场规
律,也涉嫌越权遥 根据价格法,目前绝大
多数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只有
关乎民生的水尧 电等公共服务产品实
行政府定价, 有的产品则实行政府限
价遥 对于政府定价和政府限价的商品,
一般由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予以明
确遥

猪肉虽然是居民的主要肉食产
品, 但尚不属于政府定价或限价的商
品范畴,相关部门不宜随意出手干预遥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价格上涨,与诸
多因素相关,属于供给减少尧成本增高
所致遥 如果强行将猪肉价格限定在一
定幅度内, 可能使经营者盈利减少甚
至亏损, 进而导致经营者理性地选择

少进货少销售, 甚至干脆关门歇业或
者转行遥 这样的话,消费者则可能处于
高价也买不到商品的尴尬中, 相关部
门的干预适得其反遥

其实,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在相关
产品价格波动的特殊背景下, 其应有
所为有所不为遥 如应密切关注是否有
不法商家哄抬物价尧囤货炒作尧串联涨
价,经营者是否存在掺假掺杂尧缺斤短
两等行为遥 从而确保商家既能够盈利
又不至于靠投机取巧攫取巨额利润遥

市场经济条件下, 价格的涨跌和
产品的供给理当依靠市场来调节,监
管者做好野守门人冶角色即可,这样才
能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遥 如果
过分地干预市场, 既有违市场规律,也
超越法律权限, 加剧市场混乱和恐慌,
让经营者无所适从, 让监管者备受指
责甚至惹上官司遥 这样的先例和教训,
并非没有, 相关部门还是应引以为戒,
依法履行好分内职责, 少些热心过火
的野乱作为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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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教育部办公厅尧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尧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尧中国科
协办公厅四个部门共同印发 野关于在
中小学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尧 增强生态
环境意识冶的通知袁首次对近年来学生
家长反映强烈的塑料书皮说 野不冶袁提
出要在中小学校努力实现 野无塑开学
季冶遥

每到新学期袁 家长和教师都喜欢
让学生给新课本包上一层书皮袁 防止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爱惜课本袁 把课
本弄脏弄破袁影响使用遥 可以说袁给课
本包塑料书皮的初衷是好的遥

然而袁 塑料书皮在提供方便的同
时袁也带来了一定的危害遥 中小学生正
处于长身体的阶段袁 一些不合格的塑
料书皮含有甲醛和苯袁 对学生的神经
系统和体格发育有较大影响遥 同时袁塑
料书皮容易造成白色污染遥 在全国各
行各业大规模野限塑冶的同时袁中小学
课本野绑上冶塑料袁与环保要求明显不
符遥

现实中袁 塑料书皮在各地中小学
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遥 即使不是学校
和老师的强制行为袁 但在一个密集的
群体中袁其他学生都这样做袁你不这样

做袁就会显得另类遥 即使是自愿行为袁
一旦疯长袁就会演变成约定行为袁进而
在某些地方变成没有条文的规矩遥 如
今袁 四部门联合发文袁 对塑料书皮说
野不冶袁 是通过顶层设计遏制不当行为
的蔓延袁值得我们为此点赞遥

当然袁野禁塑令冶 并不是拒绝给课
本包书皮遥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袁课本使
用频次高袁保持整洁不容易袁所以不妨
自己动手袁用废旧报纸尧牛皮纸等来包
书袁既节约了资源袁又对身体没有健康
方面的影响袁 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
问题遥

野建筑人格长城的
基础袁就是道德遥 冶道德
不仅是和谐社会秩序
的基石袁 对个体而言袁
也是自我修为的价值
彰显尧人格魅力的美丽
呈现遥

中华民族历来重
视个人品德修养袁一直
强调野修尧齐尧治尧平冶传
统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从个人层面提出野爱
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冶袁
要求弘扬个人品德尧磨
砺个体品行遥 叶新时代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曳提出袁野推动践行以
爱国奉献尧 明礼遵规尧
勤劳善良尧 宽厚正直尧
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
的个人品德袁鼓励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
品行遥 冶这一鲜明主张袁
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对
公民个人品德提出的
新的更高要求袁为促进
社会全面进步尧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指明努力
方向遥

个人品德是公民
个人在修养身心尧规范
举止方面的道德依循袁
与社会公德尧 职业道
德尧家庭美德袁形成了
由全体到个体尧 由外在到身心的完整道
德链条遥 野核潜艇之父冶黄旭华执着于爱
国奉献袁野隐耶功爷埋名三十载袁终生报国
不言悔冶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四肢和
左眼的朱彦夫袁 几十年奋斗不止带领老
百姓蹚出脱贫新路曰野小巷总理冶 的武荷
香袁把社区当成自己家袁把社区居民当亲
人噎噎一个个榜样楷模袁 让人们感动于
爱国奉献的家国大义袁 知晓了明礼遵规
的文明法则袁 读懂了勤劳善良的奋斗之
美袁领略了宽厚正直的德性纯真袁感受到
自强自律的人格光辉遥 野美德好比宝石袁
它在朴素的背景衬托下反而更加美丽冶遥
高尚的个人品德修养袁 足以让一个人终
身受益遥

野君子敬以直内袁义以方外袁敬义立
而德不孤冶遥 野德不孤冶袁首要在于发挥个
体主观能动性袁发乎真心地讲道德尧尊道
德尧守道德袁从我做起尧从现在做起尧从小
事做起遥 有人说得好院野一个人做了这样
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袁 还不能说他
是有德的袁 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
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袁 才可以说他是有
德的遥冶这提醒人们袁锤炼个人品德袁必须
时时处处地提升袁持久不懈地发力遥一两
件事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值得点赞袁一
辈子崇德向善尧践行道义也值得敬佩遥让
个人品德积累于一点一滴中袁绵绵用力尧
久久为功袁善行义举必将蔚然成风遥

自律之外袁 他律不可忽视遥 实践表
明袁放任自流不是文明养成之道袁一个社
会整体文明素养的演进袁 往往都是依法
治理尧持续管理的结果遥 野醉驾入刑冶袁推
动野开车不喝酒袁喝酒不开车冶蔚然成风曰
立法强制垃圾分类袁 节约资源渐成文明
时尚曰以法治破解高铁野霸座冶袁无赖行径
受到严惩噎噎好品行尧好风尚袁既需要个
体主动作为袁也需要榜样引领示范袁还需
要法律法规的强力托底遥 法律是成文的
道德袁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遥发挥法治对道
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袁 把道德导向
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袁 方能以法治的力
量维护道德尧凝聚人心袁推动全民道德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遥

野道不可坐论袁德不能空谈遥冶道德建
设能否成风化人袁 有赖于多做细致入微
的实功袁不务大而空泛的虚名遥每一个小
我点亮一盏明德惟馨的心灯袁 簇起一团
崇德向善之火袁 成就以德兴国的中国力
量袁 必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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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限制肉价有违市场经济规律
阴史奉楚

为中小学生书皮“禁塑令”点赞
阴胡英军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仙师镇国土所及相关职能部门袁 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审批事项上为图
方便袁积压申请表集中批次审批袁工作拖沓敷衍袁承诺办结时限成野摆设冶遥 2019 年 5 月袁仙师镇国土
所经办人赖晓文受到诫勉谈话处理袁永定区自然资源局分管副局长廖选庆受到提醒谈话处理曰2019
年 7 月袁永定区自然资源局农用地转用征用股经办人江启鑫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尧股长郑维健受到政
务警告处分袁仙师镇国土所所长江汉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遥 这正是要要要为民服务挂嘴边袁群众急事
拖延办遥 工作承诺当摆设袁党纪处分躲不过遥 漫画/王铎 诗文/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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