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2月18日，中国空军轰-6K战机开展远洋训练。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李文
耀）2017省保龄球协会年度总决赛12
月15日至17日在长沙市金源阳光酒
店保龄球馆举行,长沙、株洲、湘潭、娄
底、 岳阳等12支代表队参加角逐。最
终,黄晓成、卢艳分别夺得男女冠军,廖
朝阳、卢艳分别夺得男女全能冠军，王
莉、廖朝阳夺得混双冠军，刘辉、匡建
生、保昌武获得三人冠军。

省保龄球协会
年度总决赛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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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 王亮时事·体育

� � � �近日， 自媒体平台上一篇关于公共空间
网络直播的文章， 把网络直播与个人隐私的
矛盾推至风口浪尖。 健身房中女顾客的形体
动作在摄像头下一览无遗， 餐厅里就餐的男
女因动作亲密被指指点点……当公共空间遭
遇“全民目击”，居民的个人隐私谁来保护？

摄像头直通网络平台，
日常生活被直播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直播平台都提供摄
像头直播服务，内容涵盖街景、旅游景区、生
态农业等领域。 记者点开一家网站中地址显
示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三路52号的直
播画面，摄像头正对的饭馆、副食品商店等九
家商铺一字排开，行人来往穿梭清晰可见。直
播视频分享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 目前已
有38.9万的浏览量和1800多条评论。

据悉，此类直播平台大多是基于智能
摄像头的用户分享平台，不少直播平台同
时销售智能摄像头。

“借助直播平台，厂商能抢占智能摄
像头市场份额，并增加直播平台的点击量
和流量。对参与直播的商家而言，也有吸
引客流、增加人气的广告效应。”中国传媒
大学文法学部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主任王四新说。

公共空间搞直播，算不算侵权
公共空间网络直播相关事件发生后，

相关企业摄像头团队发布声明称，其用户
协议要求了商家开通直播时需在直播区
域以贴纸等方式设置明显提示； 此外，平
台建立了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每天24小
时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把关。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
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
户明示并取得同意。那么，商家在直播区域贴
了告示、网络平台有协议在先是否就能免责？

对此，法律界看法不一。有专家表示，
隐私权的行使受场所性质限制，商家的视

频监控是基于履行作为公共活动组织者
的保障义务，明示后就不构成对隐私权的
侵犯。另一方则认为，并不能把店内贴告
示默认为商家与顾客达成契约。四川鼎立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施杰表示，商家的监
控摄像头只能是一定范围内的有限使用，
而非提供给受众不特定的网络平台。

“民法总则明确，肖像权属于自然人的民
事权利。 以公民的肖像权作为盈利工具必须
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即使没有盈利行为，如果
直播可能对当事人产生形象、名誉、隐私等方
面的损害， 也要征得本人同意后才能播出。”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世刚说。

尽快确定监管主体
加大处罚侵犯个人隐私行为

据测算，到今年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
接近4亿， 网络直播不断渗透到现实生活中，
公民个人信息面临着随时暴露的风险。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表
示，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涉及公民隐私的电子
产品的标准制定，避免侵犯公众隐私。

施杰表示，网络直播平台目前还存在
“九龙治水” 的问题， 应尽快确定监管主
体，畅通消费者的权利保护渠道。

“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大对网络平
台的监管和问责力度，另一方面，对于侵
犯个人隐私的行为要提高违法成本，从刑
事责任、民事责任两方面加大惩处。”北京
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革说。

网络安全法也明确，网络运营者、网络产
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侵害个人信息依法得到
保护的权利的， 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百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暂停相关业务、
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
者吊销营业执照。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个人隐私如何得到保护
摄像头直通网络平台，日常生活遭遇“全民目击”———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针对近期北方供暖问
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8日说 ，
“煤改气” 到位的要确保供气， 包括提前和超出原
有改造计划已实施改造的新增用户， 也包括之前因
种种原因尚未落实供气合同的用户， 只要是民生采
暖用气， 都将确保供应。

“供气有缺口的地方要认真落实‘压非保民’
方案。 也就是说， 只要是民生用气， 无论是合同内
还是合同外， 都要无条件予以保障。” 孟玮在国家
发改委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同时， 各地要
确保用气用电安全， 尤其是农村地区。

孟玮说，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居民
供暖宜电则电、 宜煤则煤、 宜气则气、 宜油则油，
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煤改电” “煤改气” 没
到位的允许使用煤炭取暖， 全力保证煤炭资源供
应， 保证燃煤供热机组正常运行。 有条件的尽可能
做好洁净煤供应工作。 目前不具备条件的要尊重当
地群众的取暖习惯， 以确保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

国家发改委回应“煤改气”：

民生采暖用气
要无条件保障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 人民银行、 外交部和全国工商联18日对外发布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从完善经营管理
体系等五方面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进行引导和规
范：一是完善经营管理体系。民营企业要建立健全境外
投资决策、授权管理、财务管理等内部规章制度。二是
依法合规诚信经营。 民营企业及其境外分支机构要认
真履行国内外相关手续，开展公平竞争，诚信经营。三
是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鼓励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
中热心公益事业，增进文化交流，树立服务社会的良好
企业形象。四是注重资源环境保护。倡导民营企业提高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意识，遵守东道国环保法规，履行
环保责任和相关法律义务。五是加强境外风险防控。民
营企业要加强全面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
完善境外安全保障措施，做好安全事故处理。

五部门出台文件

规范民营企业
境外投资经营行为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中国空军新
闻发言人申进科18日说， 中国空军于当日
出动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等多型多架战
机， 成体系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
域训练，检验远洋实战能力。

申进科说， 这次远洋训练是中国空军
首次飞越对马海峡。空军轰-6K、苏-30等
多型多架战机从部署机场完成出动准备，
编队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训
练，应对了外国军机的干扰，达成了既定训
练目的，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这是中国空
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符合相
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
家、地区和目标。

对马海峡属于非领海海峡，依照《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所有国家均享有航行和飞
越的自由。 中国空军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
海国际空域远洋训练，合法、合理、合情。

当天赴日本海远洋训练的空军航空兵部
队，师长、旅长、团长飞在第一梯队，用实际行
动叫响了“看我的，跟我飞”。空军轰-6K机长
田宁表示：“练兵备战是新时代中国军人必
须全力以赴的主责、全神贯注的主业。要在
实战化军事训练实践中， 锤炼作战指挥能
力， 弘扬冲锋在前作风， 坚定敢打必胜信
念。”

空军轰-6K机长陈亮表示， 从2015年
首次飞到西太平洋， 到现在每月多次远洋
训练，越飞越远，越飞越有底气。无论训练

环境多么复杂，训练区域多么陌生，飞行员
们都勇往直前，一直保持临战的思想、迎战
的姿态、实战的标准，锤炼了“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血性胆魄，提升了备战打仗、能

打胜仗的本领。
申进科表示， 空军最近开展的一系列

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 响应了练兵备
战的号令，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空军坚

决听从号令、推进强军事业，在实战化军事
训练中抓紧抓实备战、提高打赢本领，以大
国空军的使命责任，扛起备战打仗的担子，
让党和人民放心。

首次飞越对马海峡

中国空军编队赴日本海远洋训练

全民目击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
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统计
显示，11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下降0.1%和0.2%；二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上涨0.5%
和0.3%。

从同比看，70个大中城市中， 一线和三线城市
房价同比涨幅继续回落。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一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
续14个月回落，11月份比10月份分别回落0.3和0.2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比
上月略微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
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
格同比涨幅均连续4个月回落，11月份比10月份分
别回落0.3和0.2个百分点。

热点城市方面，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无锡、
杭州、合肥、福州、郑州、深圳、成都11个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 降幅在0.2至3.2个百分点之
间， 说明这些城市新房价格已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厦门、济南、武汉、广州4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上涨。

从环比看，上述15个热点城市中，7个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下降，降幅在0.1至0.3个百分点之间；
北京、上海、郑州和武汉4个城市环比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说，11月
份，“分类调控、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
果继续显现，70个大中城市中15个热点城市房地产
市场总体继续保持平稳。

11月份一线城市
房价环比下降
二线城市环比上涨

� � �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周
倜）巴西球星卡卡17日宣布退役，他表
示， 未来他有可能作为管理层的一员
加入旧主AC米兰俱乐部。

卡卡表示，AC米兰最近已经向他
发出邀请， 未来他有可能作为管理层
的一员加入旧主AC米兰俱乐部。

16年职业生涯中， 卡卡曾先后效
力巴西圣保罗、AC米兰、 皇家马德里
和奥兰多城。

2002年世界杯，他随巴西队获得
冠军。2003�年，卡卡从巴西圣保罗转
投豪门AC米兰。在队6年间，他随队拿
到了世俱杯、欧冠、意甲以及意大利超
级杯冠军。2007年， 卡卡凭借优异表
现荣膺了当年的世界足球先生， 在梅
西和C罗垄断金球奖的“梅罗时代”开
启前， 他是最后一位获此殊荣的运动
员。2009年，卡卡再次转会，成为皇马
球员。效力皇马的4个赛季中，他随队
获得1次西甲冠军、1次国王杯冠军和1
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2014年，32岁
的卡卡前往美国加盟奥兰多城，2017
年10月12日，卡卡宣布将在赛季结束
之后不与奥兰多城续约。

未来或加入AC米兰管理层

巴西球星卡卡
宣布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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