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在短视频APP上， 经常能看
到一些主播带你“五分钟看完一
部电影”，或是多个主播换汤不换
药反复演绎同一个“老梗”。短视
频正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
最新高发地带。有调查数据显示，
短视频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超
过九成。（4月7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是短视频“爆发期”，各
式各样的短视频因其比文字更抓
人眼球， 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也因此，短
视频号运营者想尽办法提升流量
进而变现，但同时，由于尚缺乏对
原创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和手

段，“拿来主义” 在短视频领域横
行。相关监测报告显示，仅2019年
至2020年10月间， 就累计监测疑
似侵权链接1602.69万条， 独家原
创作者被侵权率高达92.9%。

在这些侵权案例中， 已经播
出的影视剧成了被侵权的“重灾
区”。例如，从短视频侵权量排名
前10的作品来看，《人民的名义》
短视频侵权量达到26.93万条。短
视频侵权过程非常简单， 成本低
且处于灰色地带，基本上只要“搬
运”到个人短视频号上就行了。另
外就是直接复制他人的原创短视
频，赤裸裸地侵权。最令人震惊的

是，甚至有“视频搬运”的专业培
训机构专门传授技巧， 将别人的
原创作品移花接木之后就成了自
己的“原创”。

其实这些侵权手段并不是什
么新招式。 在微信公众号盛行的
时期， 侵权原创也曾是最严重的
问题，因为流量代表收入，且进入
门槛低， 任何人都能运营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号， 同时相
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惩罚机
制总是慢一拍， 这就造成了社交
媒体上侵权案例成为普遍现象的
原因。 微信公众平台为了堵上这
一“漏洞”，后来实行了对原创作

品的严格保护， 切断了“文章搬运
工” 不劳而获的途径， 但对移花接
木、掐头去尾式的“洗稿”行为却依
然缺乏有效的打击手段， 只能依靠
原作者的举报进行查处。

如今短视频的“搬运”与曾经的
文章“搬运”如出一辙，“侵权短视频
的发布通常是以流量变现的方式营
利， 可形成对原作品的实质性替
代。”用专家的话说，平台算法推荐
可导致侵权内容传播得更广、更快，
对权利人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

对于短视频“搬运工”的侵权行
为，平台理应参照既有的做法，加强
对原创的保护力度， 一旦发现“搬

运”行为，须对该短视频号进行封号
处理，使其不能进一步扩散营利。原
创作者也可主动通过司法渠道进行
维权， 抬高“搬运工” 们的违法成
本。同时，在司法层面也须有相关
的解释出台，明确法律边界，对是
否造成侵权要作出非常细致、可操
作的规范化说明，例如以是否存在
营利行为作为侵权与否的判断标
准，以流量收入作为罚金的参考依
据等。唯有相关法度明晰，平台加强
监管，原创者增强维权意识，多管齐
下，这些不劳而获的“搬运工”才不
会逍遥法外。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4月7日讯 今天上
午，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将第一批信访件转送
移交给我省。

据了解， 在4月6日召开
工作动员会后， 我省按规定
要求公开了信访举报电话和
信箱。截至4月6日20时，接到
7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其中重
点件0件。

首批交办的7个信访件
中， 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
报最多，占28.6%，其余为水、
噪声、土壤、生态、辐射污染
举报；从被举报地区分布看，
长沙市4件，常德市1件、岳阳
市1件、永州市1件。

据了解， 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湖南省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
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信访举报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
被督察地方处理。

根据安排， 中央第六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
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 (2021年
4月6日—5月6日)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0731—81110879，专
门邮政信箱： 湖南省长沙市
A183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
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
20:00。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彭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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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短视频“搬运工”逍遥法外评
论

大气污染方面举报最多，占28.6%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首批信访件

图片·新闻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十四五”时期，如何积极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切实保障“十
四五” 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在4月7日召开的
国新办发布会上， 财政部有关负
责人一一解答。

健全地方税、 直接税体系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和改革

健全地方税、 直接税体系是
完善我国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内
容。“十四五”将会有哪些新部署？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
介绍，近年来，通过深化税收制度
改革，我国税制结构进一步优化，
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从2011年
的28.4%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
34.9%。“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
要求，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现代税
收制度， 健全地方税、 直接税体
系，优化税制结构。”

一方面，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
地方税源。“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
分改革方案， 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
并稳步下划地方， 结合消费税立法
统筹研究推进改革。” 王建凡说，此
外， 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
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
省级税收管理权限。

另一方面，健全直接税体系，逐
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王建凡表示， 将健全以所得税
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进
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度，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
税立法和改革。

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
息系统，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
收入监测体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为支
持落实这一目标， 中央财政将如何
发力？

“首先， 大力支持高质量发展，
做大经济‘蛋糕’。”财政部部长助理
欧文汉表示，“十四五”时期，将把财
政资源配置、财税政策落实、财政体
制改革放到服务高质量发展、 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来考量和谋划。

其次， 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分好经济“蛋糕”。他表示，要推动完善
以市场为基础的初次分配制度， 促进
机会均等； 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
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税收、社会
保障、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
支持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第三，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
序， 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
格局。”欧文汉说，财政要支持健全
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 完善国有
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制度。 建立
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支
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
推动落实依法保护合法收入， 合理
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遏制
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
入。 ■据新华社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财政部负责人：“十四五”时期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
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要求
各级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 认真落实习主席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和要求， 着眼加强党对
军队的思想政治领导， 围绕
培养“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
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突
出旗帜引领、聚焦强军打赢、
坚持守正创新、 注重体系重
塑，创新教育理念、内容、方
法、力量、工作运行和制度机
制， 明确了构建新时代人民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方
向引领、 根本任务、 实践落
点、关键支撑、方法路径、重
要保证。

《意见》强调，必须用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统领思想
政治教育， 紧紧围绕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
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培
养听党指挥的接班人， 砥砺能
打胜仗的战斗队， 塑造作风优
良的子弟兵。 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强
化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保证强军
打赢的指向， 扭住领导干部身
教重于言教这个关键， 坚持走
好群众路线焕发思想政治教育
新活力，形成党委统筹、齐抓共
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

《意见》是构建新时代人民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顶层
指导， 对于更好地坚持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 凝聚强军兴军
意志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必将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军思想政
治教育有一个大的提升， 开创
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新局面， 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
坚强思想政治保证。

■据新华社

经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市民在武汉市武昌
区著名的老街得胜路桥
拍照。 自2020年4月8
日武汉“解封”，至今一
年过去了， 夜幕下的武
汉， 各个角落都焕发着
活力， 人们逛街吃饭休
闲， 感受城市夜生活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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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活力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