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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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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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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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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卵

巢癌死亡率位居妇科恶性肿瘤首

位， 这种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疾病

在7到10年间均需要密切随访。 9月1

日， 全国首款卵巢癌智能随访小程

序“暖鲸灵”正式启动上线，在广东

省内9家医院率先进行试点。

据了解，“暖鲸灵” 随访小程序

由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发

起，阿斯利康提供技术支持。 为协助

医生管理患者随访、 帮助患者术后

进行规范随访及满足康复需求，小

程序通过建立患者热点语料库、疾

病知识图谱、疾病科普教育、就诊提

醒、 康复指导等多形式、 定制化内

容，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便捷、精准、

高效、个性化的疾病随访服务，从而

提高卵巢癌的诊治效率， 提高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

据悉， 项目初期北京爱谱癌症

患者关爱基金会将在广东省内试点

医院捐赠3000台天猫精灵智能音箱

用于线上语音互动。 可绑定小程序

设置用药提醒、预约医生随访。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天安门地区管

理委员会获悉， 根据北京市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筹备工作

统一部署安排，天安门广场于2019年9

月7日18时至9月8日10时暂停对外开

放

（届时，将根据广场实际情况适时恢

复对外开放）

。

据新华社电

2日出版的《澳门特别

行政区公报》 刊登了特区终审法院关

于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的审核决

定，确认此次选举的总核算结果，公布

贺一诚当选为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人选。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已

于8月25日举行，贺一诚作为唯一候选

人获得392票，得票率达98%，当选为特

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按照法律程

序，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总核算委

员会须向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递交总核

算结果，由终审法院作出确定裁判。 8

月27日， 特区终审法院院长对选举结

果进行了确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

员 粤教宣）

昨日，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

厅了解到， 近期有不具备招生资格的

机构违规发布高职扩招信息和违规组

织开展高职扩招预报名和报名工作。

省教育厅严正声明：目前，省教育厅和

省教育考试院未委托任何社会机构或

组织开展高职扩招预报名和报名工

作；根据工作安排，第二期高职扩招专

项行动拟于10月左右实施， 高考补报

名和招生考试报名相关要求， 以及具

体招生院校和专业等，拟于9月中下旬

公布。

据介绍，官方公布信息渠道为：省

教育厅官微

（广东教育

ID

：

gdsjyt

）

、官网

（

http://edu.gd.gov.cn/

）

，省教育考试院

官微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ID

：

gdsksy

）、

官网（

http://eea.gd.gov.cn/

）

。

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和留

意官方网站、官微，提高警惕，避免上

当受骗。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到2035年人均体育场地2.5平方米

外交部回应欧盟涉港表态：希望欧方明辨是非

广东9家医院试点上线“暖鲸灵”

天安门广场本周末

部分时段暂停开放

贺一诚当选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人选获确认

广东省教育厅：

第二期高职扩招

拟

10

月左右实施

广东

9

家试点医院名单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深圳人民医院

汕头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珠海市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分院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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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日

表示， 9月1日， 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

美产品中第一批加征15%关税措施正式

实施， 中方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

制下提起诉讼。 美方的征税措施严重违

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 中方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将根据世贸组

织相关规则， 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坚决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贸易秩序。

商务部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

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税措施发表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