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10日发布《关于加强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健全促进
全民健身制度性举措、解决群众“健身
去哪儿”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事业
持续发展、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以下
简称“健身设施”）供给和服务水平不
断改善，但仍存在健身设施有效供给
不足、难以满足群众需求等问题。

加强健身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
育，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是
各级人民政府应履行的重要公共服

务职能，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的必然要求。

《意见》分总体要求、完善顶层设
计、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提升建设
运营水平、实施群众体育提升行动、加
强组织领导六部分。

在加强健身设施建设方面，主要
有11项新举措：一是开展健身设施
现状调查，摸清底数、查找短板；二是
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可用于建设健身
设施的非体育用地、非体育建筑目录
或指引；三是于《意见》印发之日起1
年内编制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

行动计划；四是确有必要建设的大型
体育场馆，要从严审批、合理布局，兼
顾社区使用；五是在编制涉及健身设
施的规划时要征求体育主管部门意
见；六是明确利用城市空闲土地、用
好公益性建设用地、以租赁方式供地
以及复合利用土地建设健身设施的
政策；七是加大健身设施建设审批放
管服改革力度，简化、优化审批程序；
八是“十四五”期间，在全国新建或改
扩建1000个左右体育公园，打造全民
健身新载体；九是明确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建设室外健身设施的政策；十是
推动各地区委托专业机构集中运营符

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加
强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督
导；十一是规范公共体育场馆委托经
营模式，编制和推广政府委托社会力
量运营示范合同文本。

在实施群众体育提升行动方面，
《意见》主要提出“一平台一品牌”，明
确要推进“互联网+社区体育”，建设
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平台，依
托该平台，运用市场化方式打造“全国
社区运动会”品牌。

《意见》要求加强社会体育指导
员队伍建设，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等
级制度，在组织社区体育活动、指导

科学健身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
导员作用。

此外，《意见》还就常态化疫情防
控提出要求，如强化公共体育场馆在
重大疫情防控、避险避灾方面的功
能，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开放预约制
度，推广居家健身和全民健身网络赛
事活动，发挥全民健身在提升全民健
康和免疫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等。

《意见》对于解决“群众健身去哪
儿”难题、加快群众体育发展、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意
义重大，在撬动健康产业发展、拉动
消费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国办发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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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
者吴雨）记者日前从网联清算有限
公司和中国银联了解到，国庆中秋

“双节”期间网联、银联共处理网络
支付交易近10万亿元，日均交易金
额同比增长明显。

据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介绍，10
月 1日至 8日，网联平台共处理资
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 133.92
亿笔、金额7.23万亿元，日均交易金
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7%。其中，10

月1日当天交易规模最高，单日处
理 18.47 亿 笔 交 易 ，金 额 超 过
9937.21亿元。

中国银联方面介绍，“双节”期
间，银联网络交易金额达25200亿
元，日均交易金额同比增长8.3%。
其中，10月1日当天银联网络交易
金额超过 3300 亿元，同比增长
15.5%。

长假期间，购物、旅游、出行、餐
饮成为假期消费的主要领域。其

中，购物领域增长明显。银联交易
数据显示，“双节”期间，日用百货交
易金额同比增长12.5%，江苏、山西
和甘肃的日均购物消费金额同比增
长超17%。

“超长黄金周”点燃了消费者的
出行热情。网联平台部分旅行类商
户数据显示，旅游出行日均交易笔
数和交易金额较今年“五一”假期分
别增长90%和130%。从全国各地
的银联网络交易消费数据来看，长

假期间，西部游、长途游成为假期旅
游热点，西藏、新疆和宁夏的消费金
额同比增长较快。

旅游也带动了餐饮消费增长。
银联数据显示，新疆、西藏和青海等
地的餐饮行业日均消费金额增速都
超过两成。此外，网联平台的数据显
示，一些餐饮商户支付交易规模自今
年3月底开始呈现上涨趋势，“双节”
期间再创新高，日均交易笔数和交易
金额分别同比增长35%和50%。

“双节”期间

网联、银联共处理网络支付交易近10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从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月11日零时起，全
国铁路将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新图安排开
行列车较三季度进一步增加。其中，安排开行旅
客列车9800列，安排开行货物列车20163列。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
是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部署
要求、通盘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第四季度
运输市场特点和铁路客货运输能力供给现状而实
施的。调图后，部分区域运输能力明显改善，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加精准。

货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针对四季度货物
运输需求进入旺季特别是电煤运输需求大幅增长
的实际，千方百计提高货运能力。通过充分利用
维修天窗非作业时间、周末运行线非开行列车时
间，安排增开货物列车42对；进一步发挥浩吉铁
路能源运输大通道作用，增开煤炭运输专列14
列；新增防城港至昆明东始发直达货物列车；新增
锡林浩特至五间房电厂煤炭直达列车。

中欧班列运输能力再提高。加大运力投放，
充分发挥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服务保障国际
供应链稳定。新增新筑至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石
家庄南至二连浩特口岸出境等运行线路6条。调
图后，中欧班列运行线达到73条。

全国铁路今起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10月10日，一列动车组列车行驶在江苏连
云港市境内。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会场福州海峡国
际会展中心周边装扮一新（10月10日摄）。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10月12日至
14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本届峰会将举办以
“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的主论坛和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区块链
与金融科技、数字生态等12个分论坛，并通过数
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等系
列活动，展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美
好未来。 新华社 姜克红 摄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将在福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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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
恢复到正常年份80%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据农业农村部
10日消息，去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狠抓工作落实，
推动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
全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均恢复到正常年份80%
以上的水平，生猪规模养殖比重提高到53%。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10日在全国生猪生
产恢复视频调度推进会上表示，要继续巩固和扩
大生猪恢复发展的好势头，确保高质量完成生猪
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水平的目标任务。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压紧压实地方
属地责任，落实好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进一步细化实化养殖用地、抵押贷款、环评承
诺制等政策措施，尽快把各类补助补贴资金兑现
到场户。加快规模养殖场项目建设，坚持抓大带
小，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引导中小户补栏增养。

农业农村部要求，多措并举保障肉类市场供
应，积极引导生猪养殖企业出栏肥猪有序上市，完
善主产区和主销区供销合作关系，充实冻猪肉储
备，多渠道增加猪肉替代产品供给。抓好非洲猪
瘟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地，严防疫情反弹。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非
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是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的重要根
源。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10日部
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

“断卡”行动作出部署，对公安
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售、出借、购买
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
人及相关组织者，假冒他人身份或
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者
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实施5年
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
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得为其新开
立账户的惩戒措施。同时，制定出
台对出租、出借、出售、购买电话卡
的失信用户的惩戒措施，公开曝光
一批开办涉案“两卡”较多的营业网

点和行业人员。
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要求，要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厉打击整治
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
犯罪。各地各部门要集中抓获一大
批非法开办贩卖“两卡”违法犯罪团
伙，整治一大批“两卡”违法犯罪猖
獗的重点地区，惩戒一大批“两卡”
违法失信人员，全力斩断非法开办
贩卖“两卡”产业链，坚决铲除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滋生土壤。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国共破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5.5万起，抓获嫌
疑人14.5万名，同比分别上升65.6%
和74.1%；累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
21万个，拦截处置诈骗电话5100
万余次、诈骗短信6.3亿余条，成功
止付冻结涉案资金1000余亿元。

“断卡”行动：

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
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
者吴雨）记者10日从中国人民银行
营业管理部获悉，为加强支付机构
监管、规范支付行业发展，央行营管
部对6家支付机构处以逾1.78亿元
罚款。其中，对商银信支付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开出国内支付机构最大
罚单——近1.16亿元。

合规经营是支付机构存续的底
线和最基本要求，也是支付行业健
康发展的基石。记者了解到，近期
针对辖区部分支付机构合规意识
弱、违法违规严重等问题，央行营管
部加大查处力度，对6家支付机构给
予警告，处罚款合计17837.75万元，
对8名相关负责人员给予警告，并处
罚款合计242.2万元。其中，对商银
信支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罚款

11597.79万元，对北京新浪支付科
技有限公司罚款1884.33万元，对裕
福支付有限公司罚款1453.59万元。

央行营管部相关人士表示，对
商银信开出国内支付机构最大罚
单，对裕福支付、新浪支付等相继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有力震慑了支付
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支付机构
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
势，不断提高违规成本，有助于支付
行业健康发展，有利于保护金融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优化经济金融
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央行表示，经过多部门共同努
力，支付机构专项整治取得初步成
效，支付机构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风
控水平与合规能力显著提升，支付
服务市场秩序明显改善。

近1.16亿元！

央行开出国内支付机构
最大罚单

植物如何抗病毒？

我科学家发现
“反病毒劫持”关键蛋白

新华社合肥 10月 10日电 （记
者徐海涛）病毒必须“劫持”并利用
所侵入健康细胞的生命系统，才能
繁殖和扩散。近期，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赵忠教授团队基于 8年攻关，
发现了使病毒无法“劫持”植物细胞
的关键蛋白WUSCHEL（WUS），进
而揭示植物干细胞的广谱抗病毒机
制，为解决农作物抗病毒乃至全球
粮食稳产等问题开辟新路径。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科学》10月9日发表
了该成果。

病毒是农业生产中仅次于真
菌的第二大病害。比如由稻飞虱
传播的病毒会让水稻患上条纹叶
枯病和黑条矮缩病，轻则减产、重
则绝收。

目前已知的植物病毒有 1000
多种，但人类现有的抗病毒手段只
对少数病毒有效，且随着病毒进化
植物的抗性会减弱。“茎尖脱毒”是
少有的有效生物技术，但其深层次
科学机理一直未被探明。

中科大赵忠团队以“茎尖脱毒”
为灵感来源，通过 8年的发育生物
学和植物病毒学交叉研究，近期在
植物干细胞中发现了关键的抗病
毒蛋白WUS。

“病毒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生命
体，它侵入健康细胞后，必须靠

‘劫持’细胞内的生命系统，包括
蛋白质合成和各种能量物质为自
己服务。”赵忠说，他们研究发现，
WUS蛋白能抑制植物干细胞的蛋
白质合成系统，使入侵的病毒无
法合成蛋白质，从而不能繁殖和
扩散。

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WUS蛋
白也可以成为其他种类细胞抵抗
病毒的“利器”，还能抑制多种病毒
的感染，具有广谱性，对多种植物
病害有效。

“此研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
且受到关注的问题，是植物病理和
发育领域的一个开创性研究。”《科
学》杂志审稿人评价说。

据了解，研究团队计划将该成
果应用到育种中，基于蛋白质人工
进化技术筛选高抗病蛋白，以得到
广谱高抗病的农作物新品种。

“我们希望把成果应用到更多的
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药用作物等，使
得大部分农作物都能抵御病毒入
侵。”赵忠说。

10月10日，顾客在2020中华老字号博览会
现场购物。

当日，2020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在上海展览
中心开幕。博览会汇聚全国220多家知名老字
号品牌，吸引安徽、山东、广东、福建、江西等多地
组团参展，展品范围涉及食品餐饮、轻工百货、服
装鞋帽、珠宝首饰、家居用品、医药保健、品牌服务
多个品类。众多老字号品牌呈现IP化、数字化和
年轻化趋势，引领新国潮风尚。 新华社发

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在沪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