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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月 17日，第三
十一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文
化环境，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黄坤明强调，要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扫黄打非”工作的有益经验，巩固发展良好工
作态势。立足新时代新使命，面对新形势新挑
战，“扫黄打非”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
须坚持不懈、深化拓展。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
动，坚决遏制不良文化和有害信息的传播，聚
焦整治网上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推动网络
空间更加清朗，深入治理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
者，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严格规范新闻出版传

播秩序。
黄坤明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和钉钉子精神，
把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推动“扫黄打非”
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业绩。

会议表彰了2017年全国“扫黄打非”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

黄坤明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大力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

“为了抢回家的票，我差点坐过站！”在北京某
高校就读的袁同学既喜悦又紧张地对笔者说。1 月
17 日早上 8 时，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开售。在北京地
铁 6 号线上，袁同学屏气凝神，紧盯手机屏幕，每
隔5秒刷新一次页面。8时一到，点击车次、选中乘
车人、提交订单，几经反复，一张除夕从北京开往
太原的火车票终于被她抢到。

2月 1日至 3月 12日，中国将经历为期 40天的春
运，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从1月10日起，春运
售票渐入高峰。1月 22日起，节后返程车票的购票高
峰也将到来。“抢票”成为国人过年回家的必经考验。

12306优化升级 推出新服务

作为网络购票的主要渠道，12306网站也在不断
提升“抗压能力”。据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12306
售票系统日售票能力由1000万张扩容到1500万张。

此外，12306还不断推出新服务。网络购票新增
微信支付和微信通知功能，旅客在微信上关注12306
公众号后，可以随时了解购票、退票和改签信息。
今年春运开始，系统还支持C、D、G字头的动车组
列车自主选座。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还新增了自
动刷新功能。在 12306 网站上的“车票预订”页面
右上角，勾选“开启自动查询”。系统将每隔5秒自
动刷新车次余票情况，查找到对应席后，系统将自
动锁定，旅客输入验证码后可提交订单。

“朋友圈”求加速 抢票软件惹争议

“到临汾的火车票太难抢啦，需要你助我一臂之
力！”最近打开朋友圈，笔者发现不少类似上述请求好友
帮忙加速抢票的链接。一时间，微信朋友圈纷纷在求“加
速”。今年不少第三方抢票软件推出邀请好友帮助加速
抢票的服务。用户将自己的车票订单分享在微信群中，
即可邀请好友帮忙点击抢票加速。越多好友点击，用户
便会获得越多“加速包”，从而提升抢到票的概率。

网友们对今年这种新型的抢票方式态度不一。有网友抱怨自己最
后还是没能抢到票，有网友认为该产品让过年抢票更有人情味了！也
有网友质疑此种策略实为博噱头。

抢票需“智”取 提前做攻略

买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成为当下很多人的心愿。在“激烈厮杀”
的抢票季，买到车票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智慧。

当旅客发现目的地无票时，可通过接续换乘或购买全程车票、中
途下车等方式实现“曲线回家”。此外还有4次“捡漏”时机：火车票
起售45分钟后、开车前15天、开车前48小时和24小时。旅客还可以
灵活组合多种交通工具，如“空铁联程”“公铁联程”等。

题图：1月 17日，中建三局一公司青年志愿者来到武汉北四环建
设项目部“工友‘益’站”，为项目建设者讲解火车票网络购票方法，
帮助他们购买返乡车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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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7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1月 18日起，铁路部门对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升级，订餐预订时
限由开车前2小时压缩至开车前1小时。同时推出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
预订服务，不用下车、出站就能将沿线特产美食带回家。

铁路部门互联网订餐服务升级

新闻链接▶▶▶

“共债共签”杜绝“被负债”

这份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表
示，该规定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
签”原则，一方面，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能
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也
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损失。

“这个规定既要求债权人为保障债权在签署借款
法律文件时尽到审慎、全面的注意义务，又保障了
债务人配偶对债务人对外负债的知情权，在债权人
和债务人配偶之间进行了法律保护平衡。”北京市盈
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蔡慧明对本报记者说。

必要生活开支属共债

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意味着，在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财产未约定归各自所有，或者虽有约定但债权人

不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如果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抗辩，应承担相应举证
证明责任。

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程新文解释，指通常
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
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
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蔡慧明认为，
可依据普通民众对日常生活所需的认知、民族及地域
习俗、同时结合个案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予以认定。

非共同生活经营债务属个债

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程新文说，夫妻共同生活范围包括前述家庭日
常生活消费开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但由夫妻双方
共同消费支配或者形成的共同财产、基于夫妻共同
利益管理共同财产产生的债务等情形。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情形更为复杂。”程新文表
示，它主要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
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得到另一方授权的情形。

判断标准要根据经营活动性质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
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对于公众关注的“夫妻债务纠纷中，究竟由哪
一方举证”问题，程新文表示，对于日常家事范畴
内债务，债权人一般无需举证，配偶一方如果抗
辩，则需要举证。对于超出日常家事范畴债务，原
则上不作为共同债务，如果债权人主张的，需要举
证证明。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则不能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认
为，新解释解决了审判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
认定标准，并对举证责任进行了相应分配，较好平
衡了婚姻安全与交易安全，但问题的彻底解决仍需
通过立法完善。

蔡慧明建议，对于公众而言，如果作为债权人向
外借款时、需债务人配偶共同承担债务的，一定要注
意在签订相关法律文件时要求债务人配偶共同签字；
如果作为债务人配偶，在被债权人追索时，要考虑自
己对该负债是否知情，对该负债是否予以追认及该负
债是否用于日常家庭生活，以此抗辩来保护自身合法
权益，避免被莫名负债甚至背负巨额债务。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认定标准

利用夫妻债务利用夫妻债务““坑坑””人人，，行不通了行不通了！！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离婚后单亲妈妈要偿还前夫巨债”“丈夫串通他人转移夫妻财产”……随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1月18
日起正式施行，类似极端案例或将终结。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7日电 （记
者闫子敏） 17 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1月16日，加拿大和
美国召集一些当年朝鲜战争“联合国
军”出兵国，在温哥华共同举办朝核问
题外长会。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对朝进
行最大程度的施压。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发言人陆慷说，美国和加拿大作
为会议发起国，以所谓“联合国军”
参与国名义办会明显是冷战思维，只
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损害推动妥

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共同努力。
在没有半岛核问题重要参与方与会的
情况下召开此类会议，无法推动问题
的妥善解决。处理、解决半岛核问题主
渠道仍应是六方会谈的框架和联合国
安理会。正因如此，这个会议的合法性
和代表性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

他表示，各方应珍惜当前朝鲜半
岛局势出现的难得缓和局面，支持朝
韩改善关系的努力，在缓和局势、推
动对话方面多下功夫。实践证明，一
味施压和孤立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
者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17日
对外公布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
划》，明确至 2020 年正式设立三江
源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全
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规划明
确，近期目标是至2020年正式设立
三江源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体制全
面建立，绿色发展方式成为主体，
基本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
范区，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
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规划指出，中期目标是到 2025
年，保护和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
全，全面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形成
独具特色的国家公园服务、管理和
科研体系，生态文化发扬光大。远
期目标是到2035年，届时三江源国
家公园将成为生态保护的典范，体
制机制创新的典范，我国国家公园
的典范，建成现代化国家公园。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加以“联合国军”名义办会是冷战思维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公布

至 2020 年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新华社纽约1月16日电（记者王乃水、孙鸥梦） 美国资产管理
公司金瑞基金16日发布报告说，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投资需
求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

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埃亨在报告发布后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从投资者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为工程机械、铁路、高速公
路、电力、港口、物流等相关领域带来较好投资机会，相关项目的
资金支持也会给金融业带来投资选择。

金瑞基金首席执行官乔纳森·克雷恩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
在未来10年内获得数万亿美元投资，并大大增强中国和相关参与国
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一带一路’正在创造全球投资新典范”。

据相关统计，“一带一路”沿线有较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
高，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1 月 17 日 ， 是
农历腊月初一，进
了腊月就是年。江
苏省淮安市汇通批
发市场年货批发和
零 售 变 得 异 常 繁
忙，到处是红红火
火迎新年的喜庆景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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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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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开罗1月16日电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16日发布公告说，
鉴于埃及自 1月 13日起进入新一轮紧急状态，部分地区安全形势依
然严峻，提醒中国公民春节期间赴埃及旅游注意安全。公告建议中
国公民选择有资质的国内旅行社参团赴埃旅游，个人应避免脱团单
独行动。公告提醒中国游客暂勿前往除沙姆沙伊赫之外的西奈半岛
其他地区和包括黑白沙漠在内的吉萨省拜哈里耶地区旅游。同时，
勿前往偏远地区或非正规旅游景区旅游。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月16日电（记者杨永前） 16日晚，上海音
乐学院原创歌剧 《汤显祖》 应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
大学青年歌剧节上演出，受到观众欢迎。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戏剧家，其代表作 《牡丹亭》 享誉世界。歌
剧 《汤显祖》 通过充满诗意的重唱、合唱和独唱，回顾了汤显祖虽
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的一生，表现了他率真坦荡、不畏强权，为国
家天下、黎民百姓慷慨陈词的坚硬与柔情。

这出歌剧的音乐融入民族乐器和传统戏曲元素，体现出强烈的
中国风和鲜明的民族性。

中国使馆提醒赴埃及旅游注意安全

美机构报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前景良好
美机构报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前景良好

歌剧《汤显祖》布达佩斯演出歌剧《汤显祖》布达佩斯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