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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 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部署推
动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
的重要作用。

《纲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坚持以
人为本、改革创新、依法治体、协同
联动，持续提升体育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纲要》提出，到2020年，建立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体育发
展新机制。到2035年，体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全民健身
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达到45％以上，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城乡居

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
上的人数比例超过92％；青少年体
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身体素养极大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
力大幅提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体育文化感召力、影响
力、凝聚力极大提高，体育对外和对
港澳台交往更活跃、更全面、更协
调。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体育强国，人民身体素养和健
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居于世界前列。

《纲要》针对体育强国建设提出
了五个方面战略任务。一是从完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全民
健身智慧化发展等方面，落实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
设。二是从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化竞
赛体系、推进职业体育发展等方面，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
争光能力。三是从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加强体育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转型新动
能。四是从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
设、丰富体育文化产品等方面，促进
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
精神。五是从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
格局、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等
方面，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体育交
流，服务大国特色外交和“一国两
制”事业。《纲要》还明确了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全民健身活动普及、青少
年体育发展促进、国家体育训练体
系构建、科技助力奥运、体育产业升
级、体育文化建设、体育志愿服务与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等九大工程。

《纲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加快体育人才培养和引进，推
进体育领域法治和行业作风建设，
加强体育政策规划制定。各地、各
部门和单位要建立目标任务分解考
核和动态调整机制，制定实施方案，
确保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如期完成。

国办印发《纲要》

部署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本报北京9月2日讯 记者韩
秉志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
建明在9月2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我国力争到
2035 年将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部署推动体育强国
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
作用。

据李建明介绍，《纲要》从满足
人民群众愿望、体育发展实际、体育
发展总体趋势出发，制定了具有战
略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具体框
架，为体育强国建设指明前进方
向。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

一是对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阶段，对体育强国建设
2020 年、2035 年、2050 年分阶段

提出了不同发展目标，对体育强国
战略任务进行了安排，首次从政策
层面回答了什么是体育强国以及怎
样建设体育强国的问题；二是充分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办人民满意
的体育事业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
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实
施建设体育强国；三是将体育强国
建设融入国家“五位一体”发展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是
体现了改革创新思路，强调大开放、
大协作、大整合的发展思路，完善了
调动社会和市场力量推动体育创新
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7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
7811亿元。从2014年到2017年，
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24.6%，处在快速发展的上升期。
李建明指出，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

和绿色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需求
弹性大、覆盖领域广、产品附加值
高、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强的特
点。同时体育产业还是新兴产业，
能够融合一二三产业，在新旧动能
转换中伴随新技术的诞生，会不断
涌现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具有
较强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从世界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经验
来看，我国现在的体育产业发展基础
还比较薄弱，但发展后劲比较强，发
展增速会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经
过科学测算，预计到2035 年，我国
体育产业总量占 GDP 的比重将达
到4%左右，届时将成为国民经济发
展的支柱性产业。”李建明说。

体育产业力争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预计到2035年占GDP比重达4%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温馨） 针对近日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发表的涉港
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日表
示，希望欧方明辨是非，理解和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维护
香港法治和繁荣稳定。

据报道，莫盖里尼日前称，香港
局势发展非常令人担忧。对此，耿爽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在香港发
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完全超出集会、游
行、示威自由的范畴，已经演化为极端
暴力行为，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
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
的原则底线。如此严重的暴力违法罪
行，如果发生在欧洲，相信任何一个欧
洲国家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理。

“希望欧方明辨是非，理解和支
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维
护香港法治和繁荣稳定。”耿爽说。

外交部回应欧盟涉港表态：

希 望 欧 方 明 辨 是 非

“推选出了郭建华等两位第七
届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候选人，
赵庆民等5位诚实守信‘中国好人’，
边巧云等 10 位诚实守信‘河南好
人’。”日前，河南召开诚信建设“红
黑榜”新闻发布会，河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张曼如介绍了该省诚信建设
有关情况。

近年来，河南持续完善诚信建设
“红黑榜”发布制度，每半年发布一次
榜单。同时，河南将诚信教育实践、文
明诚信服务、诚信守法市场环境等作
为文明城市测评指标，并把被列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或被列入严重失信
违法“黑名单”的单位或单位法人纳
入文明单位创建动态管理负面清单，
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

据统计，河南已累计发布推送
980多万个“红黑名单”对象，实施信
用核查742万次，对92.44万失信被
执行人限制市场准入1.3万人次，限
制乘坐飞机、高铁和星级酒店住宿
等高消费行为 67.26 万人次。另外，

税务部门为 A 级纳税人开通“绿色
通道”实施涉税业务“容缺办理”
9900余户次；51家海关高级认证企
业享受降低查验率与33个国家或地
区的通关便利。

“河南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
各类信用数据37.5亿条，‘信用河南’
网站日点击量最高突破90万人次，
信用核查累计1.7亿次，归集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等‘双公示’信息593万
条。”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刘文生介绍，河南启动实施民营企
业信用融资倍增计划，创新推广“信
豫融”应用服务项目，推动省内10余
家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用信息共享
数据应用服务，累计发放中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近150亿元。

据了解，河南日前还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
意见》，提出构建协调联动的科研诚
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树立
导向明确的科研诚信行为规范、强
化科研活动全过程诚信管理等。

围绕治理欠薪，河南通过实施欠
薪“黑名单”管理等措施发挥信用联
合惩戒作用。“让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违法失信单位和个人在资金扶持、资
质审核、融资贷款、税收优惠、评优评
先等方面受到限制和惩戒。”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海
龙表示，河南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涉及人数、拖欠金额连续3年实现较
大幅度下降。

此外，河南全省法院累计纳入
失信名单 17.27 万人，限制高消费
24.66 万人次，以拒执罪判处刑罚
1121人，判处有期徒刑241人。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王凤兰
说：“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功能作用，
我们针对执行难点、热点开展专项
攻坚活动，充分发挥刑罚惩戒作用，
始终保持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高压威
慑态势。”

河南用“红黑榜”推进诚信建设——

守信者受益 失信者受限
本报记者 杨子佩

新华社香港9月2日电 香港
警方2日表示，修例风波以来，香港
警方共拘捕 1117 人。过去 3 日，警
方共拘捕 159 人，包括 132 男、27
女，年龄介乎 13 至 58 岁，涉嫌非法
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警、阻碍
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等罪行。

香港警方在 2 日举行的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8月31日，暴力分子肆
意堵塞香港多条主要干道，造成多
区交通瘫痪。更有暴徒在全港多区
纵火，破坏公共民生设施，投掷至少
近百枚汽油弹。入夜后，警方又在
港铁太子站检获汽油弹。警方指
出，纵火罪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最高
刑罚是终身监禁。

警方表示，8 月 31 日下午在铜
锣湾涉嫌触犯暴动罪的16人，已于

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当日在太子
站被捕的13岁及33岁男子，也分别
在少年法庭及九龙城裁判法院提
堂。警方指出，在上周末的行动中，
有两名警员受伤，目前已经出院。

警方指出，在 8 月 31 日的行动
中，警方共使用了241发催泪弹、92
发橡胶子弹、1发布袋弹和10发海绵
弹。当晚9时许有两名警员在维多
利亚公园附近被围，有人企图抢枪，
两名警员于是向天鸣枪示警两次。

警方表示，9月1日暴力分子大
规模扰乱机场交通，在港铁站进行
破坏，违反禁制令，或属藐视法庭。
过去两日内，90多个港铁站有三分
之一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破坏，部分
列车服务受阻。至于网上有恐吓警
察子女的言论，警方表示，会采取严

肃态度，依法跟进。
警方指出，每一次大型事件后，

网上或部分媒体会流传一些未经证
实的消息，包括一些恶意中伤的假
新闻和失实指控，警方强烈谴责这
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假新闻的
目的是恶意诋毁警队的执法行动，
为暴徒的违法行为涂脂抹粉。

警方指出，香港正经历一场骑
劫公义的社会浩劫，肆意的堵路、纵
火、破坏公共设施、投掷汽油弹等暴
行绝对不被任何文明社会所接受，
失控的暴行不单破坏香港法治，更
会将香港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
有人都会是暴行的受害者。

警 方 呼 吁 ，市 民 向 暴 力 说
“不”，合理化或者容忍这些暴力行
为，就会变成认同暴力、鼓励暴力，
暴徒毫无底线的暴力示威只会牺
牲香港的安定繁荣，绑架所有人作
为其牺牲品。警方会继续连同其
他执法部门，恪尽职守，让香港重
回正轨。

香港警方：

修例风波以来共拘捕1117人

连日来，香港一些暴徒频频升
级暴力行为：砍伤警察、投掷汽油
弹、纵火焚烧、破坏港铁和机场、围
殴乘客和不同意见人士……这些暴
行，残忍恶劣之极，给香港经济、社
会、民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为维
护社会秩序和安宁，香港警察不得
不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在执法过
程中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冷静、理智
和克制。

暴徒作恶在先，警方依法处置，
孰因孰果，孰是孰非，本来是再清楚
不过的。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却颠
倒黑白、混淆是非，屡屡公然美化暴
徒，大肆抹黑香港警察。最近，美众
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众议员麦
考尔等人妄称极端暴力分子“展示
出可敬的勇气”，对香港警方逮捕暴
徒的正常执法行为横加指责，对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指手画脚。如此睁
着眼睛说瞎话，如此赤裸裸地干涉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令人愤慨。

人们还记得，就在不久前，美国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部分示威者穿黑
衣、戴口罩当街打砸，当地警方封锁
道路、逮捕了十多人，美国一些人当
即表示考虑把有关组织定性为“恐
怖组织”。更不用说，2011年美国警
方处置“占领华尔街”事件时，用警
棍猛击示威者头部、包围示威者并
向其喷射刺激性液体、强制挪走示
威者等手段层出不穷，处理起来毫
不心慈手软。事实上，美国政府处
理国内示威和抗议活动向来都是武
力手段，每当这个时候，什么“人权”

“文明”就顾不得了。
同样是暴力活动，发生在美国

是“恐怖活动”，发生在中国香港就
是“美丽风景线”？对自己国内的暴
力行为毫不手软，对香港警察的依
法执法就污蔑为“武力镇压”？这种
虚伪的双重标准和无耻的强盗逻
辑，根本不值一驳，让每位有正义感
的人都深感义愤和不齿。实际上，
美国一些政客为暴徒撑腰打气、为
暴行涂脂抹粉，其真实目的就是要

破坏香港的法治，让香港社会失序，
实现其反中乱港的图谋。

为违法暴力行为推波助澜，只
是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的一个
折射。在香港修例风波中，从美国
一些政要与祸港乱港头目频频会
面，到美国一些人持续发表涉港谬
论，释放错误信号，再到美驻港总
领馆官员与“港独”组织头目接触，
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就是香港乱局
背后的“黑手”，他们大打“香港
牌”，妄图以此遏制中国发展的良
好态势。

“香港暴徒，美国制造”“美国黑
手，立即收手”……日前，香港市民
游行谴责美方插手香港事务，发出
了正义的呐喊。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是人心所向。任何妄想在香港制
造混乱、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近
14 亿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既不得
人心，也绝不会得逞。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美化暴徒包藏乱港祸心
辛识平

据新华社香港9月2日电 （记
者张雅诗 娄琛） 2 日上午，香港
天气不稳定，刮着大风，更不时降下
滂沱大雨，却无阻莘莘学子回归校
园，他们顶着风雨赶到学校，重新投
入校园生活。

位于新界东涌的香港教育工作
者联会黄楚标中学，2日上午举行了
简单而隆重的升旗仪式，为新学年
揭开序幕。全校约 500 名学生齐聚
于学校礼堂，与校长和老师一同翘
首仰视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迎
接新学年。

10 时 12 分，升旗仪式正式开
始，全体师生肃立，高唱国歌，目视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整个
礼堂笼罩在神圣庄严的气氛中。

“年轻时期，重点是求学，能够好
好学习方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未来，
真正为社会出力，为国家作出贡献，

为世界带来和平。”校长许振隆在升
旗仪式后向师生致辞时这样说。

除了勉励学生努力学习，许振
隆更盼望学生懂礼和守礼。“‘礼’是
我们今年的学习主题。有礼，社会才
有秩序；学礼，世界才有太平。也就
是在适合的场地，面对适合的对象，
做适合的事情。”他提醒学生，懂得
礼才懂得尊重。

校长发言后，台下随即响起如
雷般的掌声。

就读高中的司徒同学代表学生
致辞时说，去年他与同学们到杭州、
宁波考察，并参观了几所大学和中
学，了解到内地城市发展一日千里，
以及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让我们以青春的汗水，谱写出
生命的乐章，在未来的日子将付出
更多努力，不断提高学识和品德，实
现理想，贡献社会。”他说。

2日上午，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
黄楚标学校（小学）也举行了升旗仪
式。随着主持人宣布：“升旗仪式开
始，升国旗，唱国歌！”雄壮的国歌奏
起，全场 800 多名师生高声齐唱国
歌，对徐徐上升的国旗行注目礼。

升旗仪式结束后，校长黄锦良对
全体师生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增
强对国家的认同。“国家强大，我们才
有安稳的家和美好的学习环境，有国
才有家，有家才有我们。我希望同学
们珍惜和感恩这一切，在新学年勤学
守规，大家能不能做到？”

师生们齐声答道：“能做到！”
“今天，祖国日益强大，是我们

强有力的后盾和支撑，我们才能在
香港安居乐业。希望孩子们努力学
习，这样才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黄锦良说。

新学年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飘扬

9月2日，香
港教育工作者联
会黄楚标中学举
行开学典礼及升
旗仪式，为新学
年揭开序幕。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有
个官路村，因村口一条旧时的官道
而得名。昔日，这里垃圾乱扔，坑渠
污水横流，生活环境脏乱差。换个
环境生活不仅是官路村民一直盼望
的事，也是当地政府试图解决的民
生问题。

2015年官路村被列入睢宁县新
型农民集中居住区改造试点村之
一，实施整体搬迁，2017 年一期建
成，村民全部搬进了新社区。“生活
得好不好，还要看农民的收入有没
有增加。”在官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董
敢看来，农民集中居住是一项系统
工程，并不仅仅是“让农民住上楼”
那么简单。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收入来源。
村庄整体搬迁之后，村民耿德文将
自己的 10 亩土地全部流转给了村
集体的农业种植合作社耕种，每年
收取固定的土地租金。

没了土地耕作上的束缚，耿德
文的儿子儿媳有更充足的时间外出
打工赚钱，一年统算下来，耿德文家
的收入近 10 万元，与以往 4 万元左
右的年收入相比，他家的收入翻了
一倍还多。

董敢告诉记者，官路社区所在
双沟镇成立一个叫“秋歌”的农业经
营管理公司，每个村至少成立一个
由党支部负责的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再配以种植大户参与的家庭农

场，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新的农业经
营管理模式。

大面积集中耕种，整合了原有
的沟渠路沿，增加了土地实际使用
面积；统一农资农机采购、统一技
术服务、统一植保、统一核算、统一
收储降低了土地种植成本。“一增
一减”，原来单户耕种不赚钱的土
地 ，到 了 合 作 社 手 里 种 植 效 益
明显。

近年来，睢宁县通过改善农民
住房条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
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等一系列政
策落地落实，汇聚推动乡村振兴
的 合 力 ，让 农 民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红火。

江苏睢宁汇聚合力推动乡村振兴——

拓 增 收 渠 道 建 优 美 乡 村
本报记者 蒋 波 通讯员 樊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