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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8 日讯 记者韩秉志
报道：今天是我国第 9 个全民健身日，各
地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健
身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同时，这些
活动淡化仪式、务求实效、便民惠民，让
群众在运动健身之余有了更多的“获得
感”。

当日，2017 年全国“全民健身日”示
范活动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启动。
本次“全民健身日”示范活动分十大板
块，共计14大项、26个活动内容，包括科
学健身指导服务、科技模拟健身活动、青
少年象棋和围棋展示活动、青少年旱地

冰球展示、群众民间传统体育表演等。
超过 1.2 万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健身群众
参与活动。活动项目还融入了以“我要
上全运”为主题的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旨
在为即将到来的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营
造群众体育氛围。

8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火炬传递起
跑仪式暨 2017“全民健身日”活动启动
仪式在天津民园广场举行。熊熊的圣
火将人们的健身热情推向高潮。本届
全运会是一届真正回归全民的运动会，
包括马拉松、轮滑、羽毛球、乒乓球、太
极拳等广受百姓喜爱的 19 个群众项目

首次纳入全运会，给普通群众展示和比
拼的舞台。

场馆低价、免费，正成为全民健身
日 前 后 各 地 鼓 励 全 民 健 身 的 重 要 方
式。8 日，上海共有 540 多处体育场地、
设施向市民低价或免费开放；广州优惠
或免费的体育场馆超过 300 家；杭州市
的公共体育场馆和 176 家民营场馆免费
开放。

从参与人群看，今年的全民健身活
动覆盖了各类人群。以宁夏银川开展
2017 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
育大会主会场为引领，带动青少年广泛

参与全民健身；以安徽池州开展第三届
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活动为示范，
带动各地老年人健身活动广泛开展；
以石油体协组织“一带一路”全国石油
职工第二届网络健步走公开赛等为示
范，带动全国 3 亿职工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

据介绍，预计在“全民健身日”活动
举办期间，全国将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及
赛事 3300 场，参与群众累计超过 9000
万人次。其中赛事 2015 场，参与群众超
过 1800 万人次；活动 1286 场，参与群众
超过7000万人次。

全民健身日已走进第 9 个年头，近年
来，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城乡居民的身体素质合格
比例都在上升。相对应的，我国城乡居民
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也在增强，各类体育
健身项目已经融入很多人的日常生活。

同时，红红火火的全民健身热潮也
“引爆”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健身消费群体
日益壮大，就近就便锻炼和“花钱买健康”
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特别是在中
西部的一些地区，健身休闲产业已经成为
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过，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
化、多层次健身休闲需求相比，体育服务
有效供给不足矛盾仍然突出。如何进一步
服务好群众，为他们提供一份上佳的全民
健身“菜单”，是各级体育部门、各级体育
社会组织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目前，各地已经将
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将全民健身事业经费纳入各
级财政预算、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各级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当然，把政策利好转
化为现实图景并非一日之功。在充分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最大限度地开放体
育资源，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兴办健身休
闲产业，才能丰富体育产品和服务的
供给。

去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相继出
台，标志着“全民健身”进一步转型升级，

“健康中国”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全民健身
工作也好，健康中国建设也罢，归根到底
离不开最基础的“底子”——群众。体育主
管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都应当认识到，
只有把满足群众的运动健身需求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真正把全民健身工作
和健康中国建设落到实处。

健身活动丰富多彩提升全民“获得感”
国家奥体中心举办“全民健身日”示范活动

把满足群众需求作为出发点落脚点

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城出发，远处的蓝
天白云下，藏寨风格浓郁的尕海乡尕秀新村像一颗镶嵌
在大草原的玛瑙呈现眼前。

“能定居下来已经是好日子了，没想到现在还能有这
么好的条件。”75 岁的桑吉加措老人坐在自家玻璃暖房
的走廊中晒着太阳，一脸幸福地告诉记者。

如今的尕秀，海拔3500米的高原生态与草原风光完
美结合，游牧文化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没有好产业，再
好的人居条件也无法长期保持。牧民群众有了收益就能
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碌曲县委常委、副县长图哇甲说，尕
秀村的产业主要是在“三张网”基础上形成的 4 个产业：
屋顶光伏上电网分红，物联网技术支撑的智慧牧场，依托
互联网发展电子商务和生态旅游。

今年3月份，在州县两级的扶持下，尕秀的人居环境
大幅提升，每户院落统一设计铺设渗水砖，空地绿化，修
缮太阳能暖廊，并给每家建成了由微生物降解厕所、太阳
能热水器淋浴间、洗漱间3部分组成的集成卫浴房。

改造完成后，尕秀村成立了东喀尔旅游土特产开发有限
公司，引导村干部、致富带头人等，采取“公司+牧户”的经营模
式，开办了20家牧家乐。记者在村里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
有几块光伏太阳能板。图哇甲告诉记者，每家的光伏发电都
并入电网统一结算，每户每年预计能分红2000元至2500元。

交巴加是村里东喀尔旅游土特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会
计，搬到定居点的几年时间里，他不仅熟练掌握财务知识，
还学会了网上销售。村里的网店上线运营一个月，土特产
有了出路，已经实现1万多元的销售额。

尕秀村有草场面积60.57万亩。“在草原上能看见5万多
只牦牛藏羊，但看不到的是一张由GPS卫星定位、物联网、视
频监控等技术编制成的保护网。”尕海乡党委书记苏努顿珠
介绍，这就是尕秀村的“智慧牧场”，由放养牲畜定位追踪管
理、圈养牲畜环境管理和生产周期溯源管理三大系统组成。

苏努顿珠告诉记者，下一步，尕秀还将开辟“宠物牧
场”，客户可以通过网络认购草原牛羊作为宠物，实现传
统畜牧业由单一出栏销售向多元化开发转变。

“三张网”支撑四大产业
——甘肃碌曲县尕秀村采访记

本报记者 陈发明

8月8日，安徽滁州市全椒县的瑜伽爱好者在水中练习瑜伽。该县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喜度全民健身日。 沈 果摄

本报讯 记者杜芳 刘畅
报道：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在四川阿坝
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
震源深度 20 公里。四川省地
震局于8日23时召开第一次新
闻发布会。截至 8 日 23 时 44
分，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
造成63人受伤、5人死亡，死者
均为游客，九寨沟干海子景区附
近有100余名游客被困。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
至8日22时30分，九寨沟震区
已经记录到地震107次。中国
地震台网中心和四川地震局等
单位的专家紧急会商后认为，在
震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 6 级左
右余震的可能。

8月9日凌晨，中国地震局
办公室发布消息，国务院抗震救
灾指挥部根据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震情灾情综合判断，决定
启动国家Ⅱ级地震应急响应。
四川省委、省政府已成立“8·8”
九寨沟地震抗震救灾应急指挥
部，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预案，
抗震救灾工作全面启动。

据悉，此次震中距离九寨
沟县城 35 公里，距阿坝州 210
公里，距成都市290公里，距甘
肃陇南市 100 公里。四川、甘
肃、青海、宁夏、陕西多省区震
感明显，局部地区震感强烈。

中国地震局已派出现场
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处
置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已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眉山仓库，向灾区紧急调拨家
庭包 1000 个、棉被 2000 床、帐篷 200 顶。四川省红十
字会已向灾区派出救灾工作组。

为确保灾后用电需求，国网四川电力启动应急响应，该
公司位于若尔盖县的第一批应急抢险队伍迅速集结完毕，
对震区供电设备开展故障巡查，随时准备投入抢险救援。

地震发生后，阿坝州公安消防支队第一时间调派辖
区消防救援力量赴现场救援，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立即
调派6个支队的610余名官兵、8只搜救犬向震中开进增
援。公安部消防局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目前
震区周边重庆、甘肃、云南、陕西、西藏公安消防总队地震
救援队正在集结，随时准备跨区域增援。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已从阿坝州、绵阳市以及九寨沟周
边县紧急抽调医疗救援力量赶赴地震灾区。同时，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和省医院正在组建医疗应急救援队伍。

又讯 记者李琛奇报道：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后，记者从兰州铁路局获悉，兰铁局管内陇海
线、兰渝线等地均有不同程度震感。兰铁局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对管内陇海线、宝兰高铁、兰渝线岷县—羊木间
等重点区段进行拉网式排查。同时，启动路局、站段两级
联防机制，并着重加强对线路两侧容易塌方落石地段、长
大桥梁、隧道及山体动态的全程监控。

□ 韩秉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精神日益深
入人心，社会发展对立法的需求高涨。
作为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委会加快立法步伐，将实践
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及时上升为
法律；对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按照
法律程序做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
的法律，进行了及时修改和废除。

夯实立法根基

2015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的决定，“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形势
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
了能制定出更多更好的法律，就要把立
法法——这部‘管法的法’修改好”。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
茂说。

经过 15 年来首次大修，新立法法剑
指“任性的权力”。首先，新法明确了立
法权的根本归属。长期以来，我国立法
工作中，以政府部门主导的立法不可避
免存在部门利益保护倾向。新立法法明
确了“人大主导立法”的规则。其次，新

立法法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税种的设立、
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
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公民财产权益将
得到更好地保障。

2017 年 3 月 15 日，民法总则由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对保护民事主体
的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
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李适时说。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民法总则是民法
典的开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
用。民法总则既构建了我国民事法律制
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
据，可以说为民法典奠定了“四梁八柱”。

回应百姓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工作涵盖了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让人记忆深刻
的 是 那 些 涉 及 吃 穿 住 行 等“ 小 事 ”的
法律。

“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让人拍手称
快。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后的食品安
全法通过表决，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法律明确建立了最严格的全过
程监管制度、完善了统一权威的食品安

全监管机构、突出了对特殊食品的严格
监管，因此被人称为“长了牙齿”的食品
安全法。

多部环保法律相继修订，守护美好
家园。2014年4月24日，历经4次审议，
修订后的环保法获高票通过。党的十八
大以来，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先后
进行了修改，而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大
幕也已拉开。一系列法律的修改和出
台，对潜在的环保违法行为形成了极大
震慑。

文化立法出现重大突破，保障人民
文化权益。2016 年 12 月 25 日通过的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是我国文化领域的基
础性、全局性、基本性重要法律，其出台
标志着我国文化立法有了重大进展。党
的十八大以来，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
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的问世都将更好地保
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经济立法着眼百姓关切，回应社会
焦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证券
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电子商务法⋯⋯党
的十八大以来，经济领域立法成果丰硕，
紧跟时代潮流，从制度层面上为市场问
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改革于法有据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注重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现立法

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
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
明品格。

“说到法治与改革，许多人首先想到
的是二者的矛盾：法治的特点是‘立’，具
有稳定性；改革的特点是‘破’，具有变动
性。但这一破一立之间，更是彼此促进、
相互推进的关系。”李适时曾撰文指出，
推进改革离不开法律的规范，法律又要
适应改革向前推进的要求，发挥引领和
推动作用。

近年来，为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作出多项授权决
定，涉及自贸区、司法体制改革、土地制
度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领域，对相
关改革的推进提供了立法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
还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授权
国务院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试点城市
行政区域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的决定，以推进
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改
革；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

立法适应改革需要，改革坚持立法
先行，正在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历史性
特点。

立法，将改革纳入法治轨道
本报记者 李 哲

四川九寨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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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震

中国地震局启动应急响应

，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灾区

（上接第一版）
经过5年艰难地保护与修复，沿海湿

地鸟类品种已从 5 年前的 397 种增加到
405 种。300 多万只候鸟迁徙飞经盐城，
近百万只水禽来盐城越冬，其中丹顶鹤超
过 600 只，别小看这 600 只，可是占世界
野生丹顶鹤总数的 21.4%哦。而麋鹿种
群从最初39头增至2800多头，其中野生
麋鹿265头，这让盐城成为世界上野生麋
鹿数量最多、基因库最丰富的地区。

发展是硬道理，问题是发展什么。
环保产业。盐城人说,因为盐城是化

工重镇，化工污染是自己之短。
这种直面自己短处的产业战略，注定

盐城绿色发展会是科学的又脚踏实地
的。不仅治理工业烟气和工业废水，还要
治理历史形成的土壤污染，同时保护现有
土地不再遭受破坏。

7 月 14 日午后，冒着 37 摄氏度的高
温，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博士硕士们说
着笑着走出盐城环保科技城，跟往常一
样，他们要去周边几个城市的工厂农田研
究废水、土壤和烟气。

记者很难说服博士们停下来接受采
访，因为他们都跟工厂、园区和村庄“约好
了的”，必须准时进入车间或田间。

追寻这些年轻人的足迹记者发现，这
个环保科技城，与传统的研究大院不同，
这里的研究人员其实是在工厂和田间做
研究的，用他们的话说是为盐城的企业服
务的。“在这里自己可以随时取样，样品多
还可信。”陈利芳博士告诉记者，这里的研
究方法是大城市的院所做不到的，所以，
她从上海来了才一年就出了成果，“不是
那种论文或是专利，而是为企业解决了污
水处理的问题”，所以她“很有成就感”。

让科研就地解决企业和产业问题，这
正是盐城建设这个环保科技城的初始目
的所在。

15 平方公里的环保科技城是建在
一片荒地上的，所以，从基因里就成为盐

城的标志性绿色高地。中科院的全部六
个与环境有关的所都在这里设有机构，
清华、复旦、南大、浙大等知名高校，中建
材、中节能、德国 GEA、美国科杰等行业
领军企业全面入驻。16 名院士、数千名
博士硕士集聚这里，以环保科技为追求，
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和发展需求做科研，
或专注于污水净化，或倾力于烟气治理，
或以土壤重金属为攻，或以废料无害化
利用为题，总之，这个“城”的所有研究与
应用都以盐城自己的短处为指向，以绿
色为追求，都被要求起点高、目标高、应
用价值高。如此做事的院所企业，城市
有奖励；如此做事的科研人员，城市还给
住房、买车、落户、子女入学等奖励。于
是，这里产生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
果，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技术。这些新的技术让盐城在环保设

备与技术领域成为黑马：水泥玻璃两业
的脱硫脱硝工程，盐城企业占全国市场
的 52%和 90%，大气治理主导产品占全
国市场 35%以上。

经过几年的发展，盐城在大气治理、
污水处理、土壤环境改善等领域共形成
400 多家环保企业。这些本来是为自己
治病疗伤的产业，已不再限于改良自己的
土壤、水环境和大气环境，不限于自己原
有的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的转型升级，而
是胸怀国家、面向世界而搞环保，着眼未
来而谋转型升级，为了强大而集群化。

咬定自己的短板不放松，终使短板变
长板，盐城的环保产业连续几年增速两位
数，2016 年主营收入达 1152 亿元。土地
保护不仅没有影响盐城发展，良好的生态
环境反而成为这个后发城市的资本。紧
随环保产业而起的还有风光新能源、大数
据、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建筑等新兴产业。

虽然环保、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突飞猛
进，但是，今年一季度，盐城全市工业用电
量减少了 5.63 亿千瓦时，且单位 GDP 能
耗同比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

让环境最好区域成为不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