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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

4名在尼日利亚
被绑中国公民获救

据新华社阿布贾12月17日电（记者张保
平）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在尼
日利亚西南部地区被绑架的4名中国公民已于
16日由尼军方解救。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说，14日凌晨5时，4名中
国渔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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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巢小良对新华社记者
说，有3名中国公民在绑架事件中受伤，正在当地
医院接受治疗，领馆将派人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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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要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

单位要紧紧围绕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广泛开展
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文化进万家、送
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等文化活
动，实施一系列惠民、为民、乐民的文
化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城乡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文
艺工作者深入乡村、社区、工矿、校园、

军营，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贫困地区，为广大农村和基层群
众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
关怀。推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
题实践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广大
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
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努力建设
具有地域文化特点、深受百姓欢迎的
文艺小分队、文化工作队等，打造更多

“红色文艺轻骑兵”。

中宣部印发通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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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要求，要深化网上主题教育
活动，以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充分用好网络
手段，通过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网上
交流等形式，为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搭建网上学习平台。

通知还要求，要广泛开展网络公益
活动，积极探索“互联网+公益”新模式，
搭建网络公益平台，壮大网络公益队
伍，形成线上线下踊跃参与公益事业新

格局。要积极创作传播优秀文艺作品，
推出一批网络文艺精品力作。要坚持
用优秀文化充盈网络空间，不断增强广
大网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要加强校园网络阵地建设，优化校
园网络文化环境。要着力打造核心价
值观网上传播品牌，发挥知名品牌引领
网络民意的风向标作用。

通知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
治理，加大对突出问题、问题网站专项

整治力度，持续不断净化网上舆论生
态。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发挥牵头
抓总的作用，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单位
和互联网企业将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
处。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
要根据职责切实负起责任，依法加强
监督管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
组织和行业协会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积极参与，不断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网上传播力量。

中宣部等印发通知要求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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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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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目前，建立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后，需要进一
步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为立法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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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强技术保障方面，环保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技术体系建设，推进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规范管理。

同时，环保部将会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
相关部门，推进解决各地在改革试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改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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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12月16日，广州德亿化妆品有限公
司旗下品牌——阿底提，2017年终盛典
在海南神州半岛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
香港著名影星、阿底提品牌护肤形象代
言人——应采儿，亲临现场并在此次盛
典妆前使用了阿底提红茶玫瑰花瓣面
膜，她称阿底提为其出门必备护肤产品。

盛典现场星光闪耀红毯，阿底提品
牌高层领导以及阿底提品牌全国各地的
代理商云集于此。嘉宾们盛装出席，使
得盛典成为了一场时尚大咖云集秀场。
在此次年终盛典上，该公司还表彰了年
度全国优秀代理商。

炫酷的灯光，激情澎湃的音乐，经典
的舞姿，现场特邀嘉宾中国模仿迈克尔·
杰克逊第一人——李威杰克逊，以一支
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舞蹈，拉开了此次
盛典的时尚帷幕。

盛典上，德亿集团总裁、阿底提
（ADITI）品牌创始人康云香女士发表主
题演讲。她表示，德亿集团蓬勃发展壮
大到今天的原动力，便是一直坚持匠心
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护理产
品。因深知广大的消费者是企业发展壮
大的基础，因此，集团及其旗下品牌一直
致力于努力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在未
来，德亿集团、集团旗下的阿底提品牌以
及其他自有品牌，要在服务、回报社会的
大宗旨下，努力维护品牌品质，孜孜不倦
为品牌注入原动力，力争做百年企业，做

百年品牌。
香港著名影星、阿底提品牌护肤形

象代言人应采儿，此次也亲临盛典现场，
为阿底提品牌送上真挚的祝福。现场，
应采儿力荐阿底提明星款产品红茶玫瑰
花瓣面膜，并在上台化妆前使用了红茶
玫瑰花瓣面膜。她表示自己是阿底提品
质的亲测者，多次使用后，几乎每次外出
都带着这款经典产品，这也是她秘不外
宣的护肤心得。

阿底提品牌作为一个优秀的国民护
肤品牌，有着自身天然的优势。在国内
受到众多女性消费者的喜爱，以口碑赢
得市场。同时，也受到了香港著名影星
应采儿的喜爱，在相识阿底提品牌创始
人康云香女士之初，二人相谈甚欢，理念
相切合，加之亲测产品的护肤效果后，最
终签约成为阿底提品牌护肤形象代言
人。

另外，与会的嘉宾还有阿底提品牌
首席形象顾问大K老师，作为国际知名
形象彩妆师，时尚界的型男彩妆师，其不
仅有着俊朗的面孔，也拥有着多年的彩
妆护肤经验。盛典上，大K老师为大家
分享了其对护肤彩妆的一些独特见解，
并分析了彩妆业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对
阿底提产品的亲身体验分享，其幽默风
趣的演讲风格，引得会议现场笑声不断。

海南，万宁，2017年阿底提品牌年
终盛典完美落幕。

2017年阿底提品牌年终盛典完美落幕
应采儿空降海南万宁解密护肤心得

由左至右：阿底提品牌创始人康云香，阿底提护肤形象大使应采儿，阿底提品牌首席形象顾问大K老师 盛典现场犹如时尚现场

12月17日，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
俄罗斯“联盟MS-07”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搭载俄罗斯宇航员安东·什卡普列罗夫、美国
宇航员斯科特·廷格尔和日本宇航员金井宣茂的
俄罗斯“联盟MS-07”载人飞船17日发射升空，
前往国际空间站。 新华社/美联

俄罗斯“联盟MS-07”
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阿富汗南部发生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14名安全人员死亡

据新华社喀布尔12月17日电（记者代贺
蒋超）据阿富汗媒体17日报道，塔利班武装分子
16日晚在该国南部赫尔曼德省发动袭击，造成至
少14名安全人员身亡。

阿富汗帕杰瓦克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一伙塔利班武装分子16日晚对赫尔曼德省首府拉
什卡尔加市一处检查站发动突然袭击，武装分子与
安全人员交火持续至17日上午，双方均有伤亡。

印度称其海军未来十年
将拥有500架飞机

据新华社新德里12月17日电 据印度媒体
17日报道，印海军参谋长苏尼尔·兰巴说，在未来
十年内，印度海军飞机数量将增加一倍至500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