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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制度缺失
实现损害担责

今年初，贵州省开出了一份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书。一家企业因为
非法处理污泥渣污染环境，被贵州省环
保厅索赔900多万元， 用于被损害地区
的生态修复工作。

这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
个典型案例。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在吉林、山东、江苏、湖南、重庆、贵
州、云南7个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

损害生态环境是有代价的。但我们也
看到，在渤海湾溢油污染、松花江水污染、
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等诸多事件中，
公共生态环境损害未得到足额赔偿，受损
的生态环境未得到及时修复。

环保部这位负责人说， 在全国试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首先就
是实现损害担责的需要。 环境保护法确
立了损害担责的原则。 建立健全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 修复受损生态
环境，有助于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
政府买单”的困局。

他表示， 这一改革也是弥补制度缺
失的需要。在我国，国家所有的财产即国
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但是在矿藏、水流、城市土地、国家所有
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
源受到损害后， 现有制度中缺乏具体索
赔主体的规定。

同时， 通过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明确赔偿权利和义务

生态环境受到了损害，谁有赔偿义
务？谁有索赔权利？

方案规定，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到应赔尽赔。

在赔偿权利人方面，2015年印发的
试点方案规定， 赔偿权利人是省级政
府。此次印发的方案则将赔偿权利人由
省级政府扩大至市地级政府。

这位负责人解释，实践中，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件主要发生在市地级层面， 市地
级政府在配备法制和执法人员、 建立健全
环境损害鉴定机构、 办理案件的专业化程
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 能够在开展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中发挥积极
作用。 为了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
效率，有必要对赔偿权利人进行扩大。

方案规定，省级、市地级政府可指
定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具体工作。如贵州省政府可以委托

贵州省环保厅来进行索赔工作。
方案同时规定， 跨省域的生态环境

损害， 由生态环境损害地的相关省级政
府协商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落地

在试点方案的基础上，此次印发的
方案明确“磋商前置”，即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磋商是诉讼的前置条件。

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经过磋商，
达成赔偿协议。 这份经过磋商达成的赔偿
协议，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司
法确认后， 如果赔偿义务人不履行或不完
全履行的， 赔偿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这将赋予赔偿协议强制执行
效力，促进赔偿协议落地。

方案也明确，对于磋商未达成一致
的，赔偿权利人应当及时提起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环保部将
积极推动各地制定实施方案，以案例实
践为抓手，扎实推进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2017体彩“大乐透”杯体彩业主趣味运动
会“出彩星城”公益健康跑在长沙西湖公园
举行， 千余名选手在冬季暖阳下环跑西湖，
享受奔跑乐趣、传递健身理念。

本次活动以“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为主
题，分男、女两个组别，比赛从西湖公园秀广
场出发，沿环湖路绕行，最后回到秀广场，全
程约5公里。

长沙今天阳光普照， 非常适合户外运
动。现场的参赛选手中，既有十几岁的青少
年，也有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妈，不少选手就
是西湖公园附近的居民。

本次公益健康跑由长沙市体育局主办，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长沙分中心承办。

� � �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方案》，自2018年1月
1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谁可以
提出损害赔偿？ 环保部有
关负责人17日就相关问题
接受了记者采访。

破解“企业污染、政府买单”困局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解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 � � � 12月17日， 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 这是继首架C919飞机今年11月10
日转场陕西阎良以来， C919大型客机项目的又一重要节点。 这意味着C919大型客机将逐步拉开全面试验试
飞的新征程。 图为第二架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新华社发

第二架C919完成首飞

皇马成世俱杯首支卫冕球队

� � � � 图为皇家马德里队成员在世俱杯
颁奖仪式上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 � � �新华社阿布扎比12月16日电
欧冠冠军皇家马德里16日在阿联
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世俱杯决赛上
凭借克·罗纳尔多（C罗）的进球1
比0击败南美解放者杯冠军格雷
米奥， 成为世俱杯历史上首支卫
冕球队，同时成就“五冠王”。

这是该队在2017年继西甲、
欧冠、欧洲超级杯、西班牙超级
杯冠军之后获得的第五座奖杯。

整场比赛， 皇马在控球率和
射门次数上都占据优势。上半场双
方互交白卷。易边再战。第53分钟，
C罗在禁区弧左侧被放倒，皇马获
得任意球，他亲自操刀主罚，皮球
从4人组成的人墙缝隙中穿出，贴
着左门柱内侧飞入球门。这个进球
也使C罗在世俱杯历史射手榜上
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

进球后， 皇马攻势不减。第
65分钟，莫德里奇中路突破后在
禁区外突施冷箭，球被格雷米奥
门将格罗厄扑了一下之后击中
左门柱弹出。

最终， 皇马以1比0战胜对
手，卫冕世俱杯冠军。四年内三
夺世俱杯冠军也使皇马与老对
手巴塞罗那并列成为世俱杯史
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这个冠军也让他们成为名副
其实的“五冠王”。C罗说：“我们渴
望赢得胜利，因为皇马从来没有在
一年内拿过五座奖杯。（夺冠）数字
能说明问题，整支球队的表现是现
象级的，我们理应赢得比赛。”

在此前举行的三四名决赛中，
中北美冠军帕丘卡以4比1击败东
道主球队阿尔贾兹拉，获得季军。

赛季第五冠！ “出彩星城”公益健康跑
长沙举行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通
知， 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示精神， 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
努力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基层文艺工作者的
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指示深刻揭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
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本质， 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的重要原则、目
标任务和实践要求，是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遵循。

通知强调，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学习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持写人民、演人民、为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艺工
作者的职责使命。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
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责任
担当，在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中宣部印发通知

号召文艺工作者
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新华社阿布贾12月17日电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向新华
社记者证实，14日凌晨5时，4名中国渔民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以
东的莱基港附近捕鱼时被海盗绑架。 海盗的船只随后驶往翁
多州方向，被正在巡逻的尼日利亚海军舰艇发现。16日，尼军
方和绑匪在翁多州水域发生交火，4名中国公民被解救，其中3
名中国公民在绑架事件中受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4名在尼日利亚
被绑架中国公民获救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17日电 载有3
名宇航员的俄“联盟MS-07” 飞船于莫
斯科时间17日10时 （北京时间15时） 左
右， 由一枚俄“联盟-FG” 运载火箭从
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顺利发射
升空。 目前飞船已与火箭分离， 正驶向
国际空间站。 预计飞船将于莫斯科时间
本月19日约11时 （北京时间同日约16
时） 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7日电 国际
空间站17日迎来一艘两年多前曾造访过
它的“二手” 货运飞船。

美国东部时间5时57分 （北京时间18
时57分）， 空间站上的2名美国宇航员操作
空间站机械臂， 抓住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的“龙” 飞船。 这艘飞船曾于2015年
4月为空间站运送过一次物资。这是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第二次使用“二手”飞船为空间
站送“快递”，第一次发生在今年6月。值得
一提的是，“龙” 飞船两天前从佛罗里达州
升空， 使用了曾发射过一次的“猎鹰9”火
箭。“二手”火箭发射“二手”飞船，这是首次。

国际空间站：

“新人”驾到
“故友”回访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48 1 0 4 6 0 5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566266.3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44 3 6 5
排列 5 17344 3 6 5 3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近日
联合印发通知，要求通过加强网上主旋律宣传、深化网上主题
教育活动等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通知要求，要加强网上主旋律宣传，充分运用各类网络平
台，广泛组织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传，深入开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梦的宣传，开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传。要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准
确把握网络传播规律，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
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
领网络阵地，用正确的网络舆论引导思潮、凝聚共识。

中宣部等印发通知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日前从国家卫生计生委
获悉，我国大力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截至今年大病保险覆
盖城乡居民超10亿人。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介绍说，目前各省大病保险政策规
定的支付比例达到了50%以上， 受益人员的实际报销比例提高
10—15个百分点。 我国推进建立贫困人口医疗兜底保障机制，部
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80%—90%。
为解除低收入群体寻医问药的“后顾之忧”，下一步我国将加快将
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低收入
救助对象，以及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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