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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陈虹伶、王静报道：告别“同命
不同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4
日上午发布了《关于在全省法院民
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农村居民受害人可
获赔的“两金一费”（残疾赔偿金 、
死亡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数
额，从此将有较大幅度提升。

《通知》打破了目前存在的城
乡差异局面，明确了统一标准，实

现了“一视同仁”。 《通知》明确：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人
身损害， 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照
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
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 死亡
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他人
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保持不
变。

现行司法实践中，“两金一费”
因城乡居民不同身份采用不同计
算标准， 导致赔偿数额差异较大。
根据《广东省 2019 年度人身损害

赔偿计算标准》，2018 年广东省
（深圳、 珠海、 汕头除外） 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 42066 元 / 年、17168 元 / 年，
相差达 2.45 倍； 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分别为 28875 元 / 年、15411 元
/ 年，相差达 1.87 倍。 也就是说，
同样的人身损害， 城镇居民获赔，
有可能分别是农村居民的 2.45 倍
和 1.87 倍。

以广东省某起机动车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为例,35 岁的

农村居民王某被机动车碰撞身亡，
双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王某生前
与另一人共同抚养其 60 岁的母
亲。 按照 2019 年度农村居民人身
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其近亲属可获
得死亡赔偿金 20.6 万余元， 其母
亲可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 9.2 万余
元，两项合计 29.8 万余元。 若按照
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
50.4 万余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为
17.3 万余元， 两项合计 67.7 万余
元。 赔偿权利人获得的赔偿数额提

高了 37.9 万余元，达 2.27 倍。
“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

统一试点，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根本要求，也是
平等保护受害人的生命权、 健康
权，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的重大举
措。 ”广东高院副院长谭玲告诉记
者，“试点期间， 受诉法院将在立
案、审理环节向当事人主动释明统
一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 平等、
充分地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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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7 编加附则、
84 章、1260 条，每一条都与你
我息息相关……23 日开幕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现场，一本本厚重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摆放在与会人员面前。 这也是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 2017 年
制定的民法总则“合体”后，首
次以完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的
形式亮相。

民法是法律体系这座“大
厦”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我国
的民法典编纂工作采取“两步
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
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
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民
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典
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据悉，2018 年 8 月以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 、第七次 、第十次 、第十一
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
分别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
行了审议。 目前，民法典物权
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
六个分编草案已经全部完成
了二审，其中人格权编、婚姻
家庭编、侵权责任编三个分编
草案完成了三审。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各次

审议后，广泛征求各界意见。
近日，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根据各方意见对民法
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审议 ，
并将民法总则编入草案 ，重
新编排条文序号，形成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 草
案 ）》。

这本民法典草案中，总则
编草案基本保持民法总则的
结构和内容不变，物权编草案
完善了居住权制度等有关规
定，合同编草案明确提出禁止
高利放贷，人格权编草案完善
了防止性骚扰有关规定，婚姻
家庭编草案进一步明确近亲
属范围等，侵权责任编草案完
善了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规则。

据介绍，按照民法典编纂
工作计划，民法典草案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草案
提请明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草案‘合体’，标志着民
法典编纂已进入收官阶段。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
轶说，“一部回应时代之问的
民法典，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必将有力提
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

“完整版”民法典草案
首次亮相习近平分别会见韩日领导人

●中韩应深化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中日关系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坚持以全球大视野思考和谋划两国关系

李希马兴瑞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明年 1 月 22 日开门迎客

广州迎春花市
将不设餐饮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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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外卖小哥
将有“驾驶证”

累计违法记 12 分将纳入
黑名单，民生行业禁止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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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元旦后试行人身损害赔
偿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农
村居民受害人赔偿金将大幅提升

据了解， 麓湖公园南入口
等节点景观提升工程（广州花园
前置区云山境界片区）项目用地
地处广州市“桂花岗 - 狮带岗 -
横枝岗” 地下文物埋藏区内，是
地下古墓葬重点埋藏区。横枝岗
一带多为山冈地貌，地处广州古
城东北郊，距广州古城中心（今
北京路 、中山四路一带 ）直线距
离约 3 公里。 自上世纪 50 年代
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横枝岗一带
配合建设工程进行了数十次抢
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清理

两汉到明清时期墓葬近千座，出
土了大量文物。

“这里是广州先民们很重
要的埋葬场所。 ”易西兵表示，
清理发掘的这些古墓葬， 反映
出古代人“侍死如侍生”的丧葬
习俗。

据介绍，现场考古工作争取
在本月底结束。 考古工作人员
在全面、科学收集资料，妥善保
存出土文物后， 将配合城市建
设发展， 把考古现场交给工地
施工方，进行回填复绿。

时代从汉至清代，已出土陶器、青铜器等文物近500件（套）

今今晨晨
快快镜镜

广州横枝岗再发掘清理近 60 座汉至
清代墓葬，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珠饰
等文物近 500 件（套）！ 24 日早上，羊城

晚报记者获准探访这些古墓葬，触摸
近 2000 年前的历史。

这些古墓葬位于恒福路与
麓湖路交界处东北角的山冈
上。 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约 30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分
布了众多大大小小的墓葬，有木
椁墓、也有砖墓，有些墓穴里出
土了丰富的随葬器物，考古工作
人员正在有序地清理随葬器物。

今年 7 月至 12 月，配合麓
湖公园南入口等节点景观提升
工程 （广州花园前置区云山境
界片区）工程建设，广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对项目建设范围进

行了考古调查勘探， 并在报请
国家文物局审批后， 对勘探发
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
发掘工作。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 广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易西
兵告诉记者， 现场发掘的面积
有 450 平方米。 目前，现场已清
理墓葬 57 座，其中汉葬 11 座、
东晋南朝墓 13 座、 唐墓 2 座、
宋墓 1 座、明墓 5 座，以及清墓
25 座，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
珠饰等文物近 500 件（套）。

现场考古工作人员介绍 ，
此次勘探发现的古墓葬分布十
分密集， 晚期墓葬打破早期墓
葬的现象频繁。 在已经清理的
50 多座古墓葬中， 汉墓和东晋
南朝墓分布集中、数量多、规模
大。 汉代墓葬均为竖穴木椁墓，
时代从西汉晚期到东汉， 墓葬
保存较好，随葬器物丰富，以陶
器居多，此外还有铜剑、铜镜和
铜钱等。

引起考古工作人员特别注
意的是， 现场 M27、M28 两墓
并列， 考古人员判断很可能是
夫妇合葬墓。 M27 墓的墓口面
积有 28 平方米，M28 墓的墓口
面积有 27 平方米。“这是广州
近年来发现的少有的保存比较
完好的墓葬。 ”易西兵介绍，这
两座墓原本有封土堆， 墓穴深
度超过 1 米，最深有 2 米多。 墓

中的棺椁都已腐朽， 但能从随
葬器物出土的情形大概推断出
墓室的结构， 是仿照先人生前
的房子布局来摆放棺椁和器
物。 这两座墓的随葬器物最为
丰富，仓、灶、井、屋等模型明器
具有岭南地方特色， 其中的干
栏式陶屋、陶簋、陶灯等特色明
显。 M28 墓随葬的珠饰由 260
粒水晶、玛瑙、琥珀等质地的珠
子、管饰组成，十分精美。

而现场的东晋墓普遍规模
较大，结砌讲究，墓砖纹饰规整。
考古工作人员介绍， 虽多被盗
扰，这些东晋墓仍留下了一批青
釉瓷器和滑石猪等器物。其中一
座墓的墓砖有“大兴四年”纪年
文字，为广州地区东晋墓的断代
研究提供了重要标尺。 此外，工
地宋墓出土的带柄龙纹镜也是
近年广州考古发现的精品。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穗文考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广州横枝岗再发掘近 座古墓葬

无人机视觉下的墓室

随葬器物具有岭南地方特色

随葬器物丰富，以陶器居多 考古工作人员在清理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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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今晨

武磊保级
西班牙人本赛季第二次换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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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已清理汉墓等古墓葬 57 座

发现：珠饰由 260 粒珠子珠管组成

意义：反映广州先民的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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