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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单位或个人将应赔尽赔 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困局 我省已先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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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7日讯 昨
日，由省委组织部、省人社
厅、 省经信委共同主办的
《2018年湖南省“芙蓉人才
行动计划” 重点产业人才
需求目录》 发布会在湖南
人才市场举行。

目录涉及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工程机械、新材料
等我省20个重点优势产业
领域2018年所要招聘的中
高端人才的企业名称、岗
位薪金、 职位能力要求等
内容， 根据目录这些优势
产业人才需求旺盛， 总计
划引进中高端人才3000余
名， 最高年薪300万元，其
中也不乏年薪30万、60万、
100万的岗位。 电机设计、
智能制造研发、 新材料研

发、 生物医药研发等专业
技术类研发岗位和高级管
理、高级营销、海外营销等
高端岗位人才非常紧缺。

据悉，随后1个月时间
里， 湖南人才网等11家网
站将同步发布我省重点优
势产业人才需求信息，面
向全球招揽高层次人才。
此外， 现场举办的湖南省
重点优势产业专场招聘会
上，包括特变电工、华曙高
科、华自科技在内的177家
湖南省重点优势产业及战
略性新兴产业用人单位面
向社会引进7440名技术研
发、高级管理类重点人才。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贺小花

本报12月17日讯 记
者今日从长沙市教育局获
悉，2018年长沙市教育局
直属34个单位公开招聘
474名教师及工作人员，12
月22日 9：00—12月 25日
17：00进行网上报名。

据悉，包括长郡中学、
周南实验中学、南雅中学、
雅礼实验中学、 师大附中
梅溪湖中学、长铁一中、长

沙市11中等多所学校在
内， 此次都有针对毕业生
的教师岗位。 招录人员均
列入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
款编制， 其岗位等级在招
聘单位参加岗位竞聘后确
定；完全中学（兼有初、高
中年级） 的招录人员由招
录学校统筹安排教育教学
岗位。

■记者 黄京

本报12月17日讯 行政决策是
政府公共管理的基础。决策正确，才
有执行力， 才能真正造福于社会和
民众。今日上午，由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学研究会与长沙市政府主办的首
届法治政府建设实践论坛在长沙举
行。 全国人大法工委、 国务院法制
办、 湖南省高院、 湖南省政府法制
办，以及各高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
和法制工作者参与讨论。

本届论坛以“法治政府建设实
践”为主题，围绕政府合同审查管
理法律实务、政府合同审查与法律
风险防范、 特许经营与PPP合同实
务、政府合同履约管理与争议解决
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在法治建设新时代的大背景
下， 长沙市大力推进法治实践创
新，探索出了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
的“长沙路径 ”。长沙先后荣获“中
国法治政府奖 ”“中国政府创新最
佳实践奖”和全国“法治政府建设
典范城市”。 在政府合同审查管理
领域，通过将法律审查延伸到园区
平台公司和重大建设项目，政府行
政决策法律风险防范得到加强。近
三年，长沙市政府法制办共审查政
府合同533份， 审查合同金额5120
亿元。尤其是依法依规处置50余起
合同领域重大涉法事务，避免或挽
回经济损失42.5亿元。

■记者 刘璋景

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8日

库存物资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2017年12月22日10:00时公开

转让一批库存物资（共计220项）。品种有各类酒（水井
坊、五粮液、浏阳河、赖茅、泸州老窖、贵州茅台、酒神
酒、百世窖、天之衡、黄山头、达沃斯干白、卡诺莎五星
干红、达沃斯奥玛仕葡萄酒等）、湘绣、服装、鞋、首饰、
瓷器、手表、书画（刘应雄斗方、段传新斗方等）、茶叶茶
具、洗化用品、邮册、消费卡、家居用品及电器、车辆、其
他等，评估总价值人民币5435097.05元。

本次拍卖会先整后零进行拍卖， 请有意竞买者持
本人身份证及有效证件和保证金， 到本公司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酒类整体拍卖保证金为伍万元，其他分类整
体保证金为壹万元，分零拍卖保证金为贰仟元。

工商监督电话：0731-85880879

预展时间：12月19日到21日17时止
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21日17时止
报名、拍卖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73号202室
湖南省拍卖公司联系电话：胡先生13974801637，

袁女士13508484588
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王先生

18711026867
详情登录联合利国文交所官网http://www.lhcee.

com�或官微“联合利国文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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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 贵州省开出一份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书。一家
企业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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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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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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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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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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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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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赔偿权利和义务

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地

长沙市教育局直属单位招474人

首届法治政府建设
实践论坛在长举行

我省重点产业全球招揽三千才俊
最高年薪300万元

12月 17日 ，
留学生在展示各
自国家的民族服
饰与舞蹈。 当天，
南华大学举办首
届“留学中国梦”
国际文化节，促进
文化交流，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

陈涛 摄

留学生
秀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