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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6 日至 17 日，云岩区、南

明区教育局分别召开春季学期返校复学工

作部署会，安排部署校（园）返校复学工作。

云岩区教育局在会议中明确， 云岩区

教育系统公（民）办小学将于 5 月 25 日全

面开学， 幼儿园将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到

30日实行分批、错峰开学。

南明区教育局则在会上明确， 全区公

（民）办小学、幼儿园返校复学时间为 5 月

25 日，寄宿制学校学生 5 月 24 日返校。 原

则上，各校（园）拟定于 5 月 19 日至 5 月

21 日完成验收，并于 5 月 23 日前上报完成

开学备案报告，验收合格校（园）方可组织

学生（幼儿园）返（园）复学。 其中，幼儿园

开园初期，原则上每班不超过 15 人，2 周后

如无异常，可满班额入园。

两地教育局均在会议中要求，小学、幼

儿园复学要坚持“一校一策”“一园一策”

“分类施策” ，坚决不搞“一刀切” ，科学合

理组织开展返校（园）复学各项工作，确保

平稳有序推进全区小学、 幼儿园 2020 年春

季学期返校（园）复学复课。会议再次强调，

各小学要严禁采取抢时间、抢进度的“报复

式” 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工作， 应当念好

“松”“宽”“缓” 三字经，即教学氛围要放

松，教学管理要放宽，教学进度要放缓，最

大程度保障师生健康。

（记者 尹香力）

云岩区：小学5月25日开学，幼儿园5月25日至30日分批错峰开学

南明区：小学幼儿园5月25日复学，寄宿制学校学生5月24日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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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将提请审议

打印和录像遗嘱为有效遗嘱

继承制度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传

承的基本制度，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 修改口头

遗嘱效力、 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专

家认为， 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民

法典继承编草案， 更加符合公民处理遗

产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推

进老龄产业发展。

我国现行继承法于 1985 年通过施

行。 30多年来， 该法在妥善处理遗产继

承、 避免或减少遗产纠纷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然而，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自然人的合法财产日益增多，社

会家庭结构、 继承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新

变化，因继承引发的纠纷逐渐增多，情形

也越来越复杂。

从 2018年 8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到 2019年

12 月“完整版” 民法典草案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上亮相，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对

现行继承法作出进一步修改完善，特别是

针对民众关心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等问

题给予回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一

些空巢、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以房养老” 等新型养老模式应运而生。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让这类老人有了 “老

有所依”的法律保障。

根据现行继承法， 公民可以与扶养

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按照协议，扶养人

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 享有受遗

赠的权利。 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按照协议，集体所有

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

有受遗赠的权利。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此基础上扩大

了扶养人的范围， 明确自然人可以与继

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

协议， 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

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这意

味着， 社会化的家庭养老或将成为未来

养老产业的新方向。

时代的发展也让遗嘱形式愈加多元

化。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继承法规定的

公证遗嘱、代书遗嘱、自书遗嘱、录音遗

嘱、口头遗嘱的基础上，增加打印遗嘱和

录像遗嘱为有效的遗嘱形式， 使遗嘱形

式的立法与当今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和

科技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具有创新

性和先进性。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有人想

更改曾经立下的公证遗嘱内容， 只有前

往公证处才能进行更改。 因为根据现行

继承法，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

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这条规定，给一

些年事已高、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造成了

更改遗嘱的不便。

为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满

足人民群众处理遗产的现实需要， 民法

典继承编草案不再规定公证遗嘱效力优

先；草案同时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

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 也是民法

典继承编草案的一大特色。 继承人如果

有遗弃被继承人、 伪造或者篡改遗嘱等

行为情节严重的，但确有悔改表现，被继

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明确将

其列为继承人，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有专家指出， 对继承人的 “宽恕制

度” 保障了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但在继

承人相关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上，以及

“确有悔改表现”的判断上，法律应进一步

严格限定条件，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所拥有的财

产种类、财产形式日趋多样，使财产状态

变得不稳定的因素和风险也越来越多。

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更

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避免和减

少纠纷，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增加了遗产

管理人制度。

草案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

式、职责和权利等内容。 这些具体规定，

增强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可操作性。 北

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

孟强表示，遗产管理人必须履行义务、受

到监督， 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

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失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此外，为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国家

税收，草案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

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继承

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有专家建议， 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

发展、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个人财产

和可继承遗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 民法

典继承编草案有必要在法定继承人范围

和法定继承顺序等方面继续完善。

据新华社

满足多样化需求

注重体现真实意愿

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

本报讯 5 月 17 日， 记者在仁怀市

采访时获悉： 该市某酒企因在产品包装

上非法印制国家机关名称， 被处罚 604

万余元。

此前， 仁怀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日

常巡查时， 在该市一家酒企的包装车间

内， 发现一批白酒包装涉嫌违法。 据介

绍，这些包装上，印着“某机关招待所迎

宾酒” 。

今年 4月， 仁怀市依照国家相关法

规曾发布公告， 要求企业不得违法使用

党旗、国旗、国徽、国歌等标识及内容，不

得借国家重大活动、 重大纪念日等和国

家机关名义进行违规宣传， 也不得利用

新冠疫情等进行炒作（曾报道）。 同时，

要求境内所有企业对照，自行整改。

执法人员在该酒企现场查获违法包

装的成品酒 1166 件，半成品酒 63 瓶，以

及部分涉嫌违法的包装物。 依照相关法

规， 仁怀市市场监管局近日作出处罚决

定，决定对该酒企处罚 604.8万元。

这是仁怀市今年在整治白酒市场

中，已办结的第一大案，在当地乃至整个

白酒行业影响颇大。 政府部门相关人员

表示，重罚是为了警醒，更是为了表达维

护产区形象、 提升仁怀酱香白酒品质的

决心。 （记者 黄黔华）

仁怀市一酒企

被罚604万余元

包装印“某机关招待所迎宾酒”

小学幼儿园复学时间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