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与恒大集团在北京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长期、稳定、
互惠的战略合作关系。活动中，中国
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吴
焰，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以及
双方相关高管出席了签约仪式。

行业巨头携手进军民生领域
本次合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与

恒大集团双方约定将基于各自的行
业优势与资源，在商业保险、养老产
业、健康管理、互联网资源共享和投
融资等方面开展多层次战略合作，携
手实现共赢发展。

据相关资料
显示，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作为大
型中管保险金融
集团，是中国最
大的保险公司之
一，旗下拥有人
保财险、人保资
产、人保健康、人
保寿险、人保投
控、人保资本等
十余家专业子公
司。恒大是龙头
房企，十大核心
指标全国第一，
规模首屈一指，
又 是 集 文 化 旅

游、快消品、健康及体育为一体的大
型企业集团。目前，恒大的地产项目
已进入全国各直辖市、各省会及其他
主要城市147个，拥有楼盘项目305
个，恒大冰泉、粮油、乳业等快消产业
在全国768个城市建立了122万个销
售网点。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作为全

国性保险集团，拥有网点超过1.5万
个。双方战略合作后，渠道资源互利，
将极大发挥双方引以为傲的全国规模
优势，实现其他任何企业合作都达不
到的惊人效果，推动双方双赢发展。

就本次恒大与人保的“联姻”，有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民生领域的改革
正全面推进，此次中国人保与恒大合
作极具战略前瞻性，双方产业链优势
互补、高度匹配，既是金融保险与实
业的全面对接，也是各项民生领域的
全面结合，合作前景可期。

合作加快共赢 引领行业新格局

中国人保与恒大的本次合作，可
谓意义深远。据悉，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是首次与房企开展战略合作，在大
型金融机构对外合作审慎的背景下，
中国人保与恒大合作，表明恒大综合
实力获认可。

市场人士分析指出，中国人保集
团与恒大战略合作，形成聚合效应，
实现客户资源大融合。资料显示，恒
大已连续多年销售面积全国领先，现

有员工8万人、业主370万且每年新
增70—80万人，每年到访楼盘客户
超1000万人次，建设恒大项目农民
工近80万人，与恒大合作施工及材
料供应商1000多家相应企业职工40
万人，辐射人群庞大；恒大冰泉等快
消产业每年新增固定会员1000万人
以上；各楼盘及快消产品兼职销售人
员超 400万；恒大足球拥有亿万球
迷。 双方战略合作后，渠道资源互
利，将极大发挥双方引以为傲的全国
规模优势，实现其他任何企业合作都
达不到的惊人效果，加快推动双方双
赢发展。

据分析认为，中国人保主要业务
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
资产管理、保险经纪以及信托、基金
等领域；恒大是集民生住宅、文化旅
游、快消、健康及体育为一体的大型
企业集团，双方产业高度契合，合作
空间巨大，将实现战略互补，并促进
市场和行业全面整合发展。相信本次

“保险+实业”的合作模式，将带来行业
的新变革，引领行业新格局。（李丽丽）

保险地产两行业巨头携手
民生全领域深入接轨引领行业新格局

人保与恒大结成战略合作
4 月份，恒

大新闻看点连

连。继4月15日

恒大发布“无理

由”退房消息受

到全国各家媒

体广泛关注以

来，作为港沪通

标的股的恒大

股票不断看涨。

4月24日，恒大

又扔出个“重磅

炸弹”——人保

与恒大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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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中午，尼泊尔遭遇81年来
最强烈地震。截至目前，尼泊尔官
方已确认1900余人在地震中遇难，
约5000人受伤。

中国西藏、印度、孟加拉国、不
丹等地也遭受程度不同的冲击，均
有人员伤亡。

尼泊尔政府宣布境内 29 个地
区为地震重灾区，并号召全国人民
积极展开自救。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距震中
廓尔喀仅75公里，如今已是残垣断
壁、满目疮痍。然而，坚忍的尼泊
尔人民并未被这场破坏性极大的
地震击垮。

人们自发地加入安全部队、警
方和专业救援人员主导的搜救行
动，在废墟中用双手扒开砖头、石
块，艰难而执着地找寻任何一丝生
命的迹象。

一些人的手指已经磨破，砖
头、石块上沾着血迹。但是，没人
喊疼，没人退缩。

大灾过后，随处可闻哭声，但
是没有太多嘈杂。沉默之中，酝酿
着巨大的力量。

此情此景，我们何等熟悉！近
年经历汶川、玉树、芦山等地震灾
害的中国人民，对遭受此次灾害的
尼泊尔人民感同身受。中国已经
行动起来：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
致电尼泊尔领导人，对遇难者表示
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
员表示诚挚慰问；

——中国国际救援队已经抵
达加德满都，立即投入抗震救灾；

——中国政府正在组织紧急
救援物资，尽快运抵尼泊尔灾区；

——中国一些企业、机构已经
开始组织为地震灾区捐款捐物；

——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声援迅速汇聚，祈福烛光闪闪；

……
26日上午，在加德满都特里布

万国际机场，尼泊尔总理与部长理
事会办公室联合秘书尚卡尔·普拉
萨德·柯伊拉腊欢迎中国国际救援
队的到来。

他说，对遭受强震灾害的尼泊
尔来说，中方的援助和支持是雪中
送炭。

生死大救援，就是与死神赛
跑，在“黄金救援72小时”内争分夺
秒抢救生命。尼泊尔本国救援力
量有限，亟需国际社会提供全方位
紧急援助。

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巴基斯坦、日
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及联合国
都已表示愿支援尼泊尔救灾。

一 波 一 波 余 震 仍 在 不 时 袭
来。灾难中，人性的光辉更加耀
眼，善意和关爱照亮前行的路。

掩埋伤痛，擦干泪水，路在脚
下，希望就在前方。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头条 评论

人性光辉托举希望

烈士陵园应该是神圣而肃穆的
地方。鞠躬先烈墓前，人们表达着
缅怀之情。但媒体近日发现，陕西
安康烈士陵园近年来被不少非烈士
人员侵占，其中包括众多安康籍或
曾在安康任职的官员及部分在任官
员的亲属。一些雕龙刻凤的豪华大
墓在简朴的烈士墓群中间，甚是扎
眼。一个原副省长夫人的墓占地超
80平米，远超战功赫赫的将军。

这种对比，令人心绪难平。这
些官员墓、官亲墓，何以大量进入烈
士陵园？原来，当地对此有制度安
排。早在1998年，当地民政部门出
台文件，规定离休干部、县处级干
部、高级职称人员等可以入园。然
而，这些土政策，真的站得住脚吗？

现在都讲依法治国，还是看看
法律法规怎么说。《革命烈士纪念

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 明确规定，
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范围
内的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
占。《革命烈士褒扬条例》 也规
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单位范围内为烈士以
外的其他人修建纪念设施或者安放
骨灰、埋葬遗体。而什么样的人能
被称为烈士？“我国人民和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保卫祖
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壮
烈牺牲的，称为革命烈士”，离休
干部、县处级干部和他们的亲属，
不在此列。

不是烈士却葬在了烈士陵园，
且占地面积普遍超标，这些违法违
规的墓，实质上就是“特权墓”。
此前，有的烈士陵园也出现了“官
阶墓”，县处级干部才能入园。在
安康，当地通过明显违法的文件，
为这一特权现象大开方便之门，使
其愈演愈烈。而据记者调查，不少

气派的官员墓大多修建于 2013 年
和 2014 年，也就是说，在反“四
风”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人无
所顾忌，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墓园
里越界妄为，搅乱了本应清净的烈
士陵园。

随着媒体的披露，“特权墓”
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中。但从报道
看，有关方面躲避多、回应少。问
题既然曝光了，就应该敢于正视、
认真整改。此前烈士陵园管理所负
责人承认，陵园中开辟墓园，是为
了“以园养园”，弥补经费不足。
陵园管理的问题固然不应放过，但
那些官员墓、官亲墓，到底是怎么
建起来的？背后存在哪些见不得光
的猫腻？而那个实际上为官员服
务、实质上违法的墓葬文件，又该
是废是存？这些问题，恐怕更值得
关注和调查，这也是避免“特权
墓”再进烈士陵园的必要行动。
（原载 《京华时报》）

烈士陵园怎容“特权墓”招摇

热点 快评

□新华社记者孙萍

国内一些省市民政部门婚姻登记
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数据分析发
现，手机和电脑等上网工具已成为当今
社会影响80后夫妻感情的“第一杀手”，
而且增势明显。专业人士称：“在全国
婚姻问题咨询的案例中，80后婚姻危机
的3成案例都是由手机和网络引发的，
而80后婚姻中70%的婚外情都与网络
有关。”（4月24日《重庆晨报》）

1997 年，有部电影叫《爱情麻辣
烫》，男主角是郭涛演的。“郭涛”下班
回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起遥控器选择电视频道，然后
女主人喊他吃饭，才吃了几口，“郭涛”
看看表，七点半了。对老婆面无表情
地说，新闻联播开始了，然后就坐在沙
发前看电视。在电视出现之前，很多
人家都有收音机，我记得小时候全村
男女老少到中午就追着听《杨家将》。
后来有了“大哥大”，286、386电脑，然
后就是今天大家都在用的智能手机。
它让人回归个体，过去那种全村人听
收音机、或者听一个老人说书的集体
娱乐生活，被这个小小的手机彻底颠
覆了。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让自媒
体成了现实，我们也有了地球村的概
念。微信出现了，生活方便又快捷，而
且，享受知识和阅读居然都是免费的，

真好。但微信也让人手指翻飞玩手
机，根本停不下、离不开了，依赖了，被
奴役了，闲暇成了奢侈品。翻看、刷
屏、游戏、回复，低头玩手机，已经成了
我们司空见惯的街头风景了。微信也
让我们的生活被写真了：发状态，刷存
在感。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
手机。不见举头望明月，但见低头看
手机。微信让人无时无刻处在忙碌之
中，“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
他吗？”——这歌词成了“低头族”的生
动写照。

“生活在别处”吗？不，生活不在
别处，在微信圈里。微信上的“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永远不是孔子那
种寂寞了盼好友的味道。于是，不少
人莫名生出了手机焦虑症。与其说手
机影响了婚姻生活，不如说，“手机焦
虑症”使得人与人之间感情趋淡、没有
味道，也让很多家庭出现裂痕。如果
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离婚是因为手机
和网络，那就是推卸责任了。过去没
有智能手机的年代，一样有很多人离
婚啊。手机和网络充其量是外因，人
的内心不平静、不安定才是内因。

婚姻危机不能怪手机和网络。真
想减少婚姻危机，还得从自己的内心
找原因，是吧。

婚姻危机不能怪手机和网络

□陈清华

@京华时报：4月24日，网上一
段“交警打人”的视频迅速流传。经
记者调查，该视频中的交警来自广东
清远市清新区。该交警制服这名女子
前，被该女子扇了一个耳光。

有视频未必有真相，删节版视频
甫一公布，群情激愤，打人交警千夫
所指。而较完整的视频披露后，舆论
迅速反转，骂声几乎齐刷刷转向少

妇。这提醒我们，在真相尚未水落石
出之际，不妨节制愤怒。节制不是冷
漠，而是冷静。如今真相还原，就该
追问是谁、为何抛出删节的视频？

清远市公安局已为交警的不当行
为道歉。吊诡的是，不少网友为交警
抱屈。交警执法，遭遇掌掴，该有反
应，但反应不等于反击；也可反制，
但反制不等于粗暴还手。以暴制暴，
必然失分。如果驾乘人员涉嫌阻碍执
法行为，交警付诸法律即可，与少妇
对打，成何体统？

“交警打人”舆论为何反转

微观 评论

“终于懂了一句话：‘放弃也是
种美德’”

——湖北女子学车 14 年仍没
拿驾照最终放弃，驾校校长请客
为其送别。网友点赞。

“一个保卫科长，讲啥子刑侦”
——山东鲁能队员戴琳称防

守其实很难练，巴萨进攻时防守
也容易被打。网友趣评鲁能与巴
萨是不一个档次。

E语连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