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关心体育工作，推动体育事业改
革发展。群众在体育活动中的参与
度更高，获得感更强。体育已不仅仅
是奖牌榜上的数字，更与幸福生活息
息相关。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2 年，“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
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
展”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46号文件”），全民健身上升
为国家战略。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
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提升中
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

目前，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
人数已超4亿，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
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
到 90%以上；已经建成了 30 个国家
级、204个一级、474个二级和1609个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培养
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约65万人。人

们发现，能使用的健身场地多了，身
边的体育指导更科学了，能从事的健
身活动也日趋丰富了。

体育产业：疫情之下危中有机

“46 号文件”明确提出，力争到
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
元。体育产业发展由此驶入快车道。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仅由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体育产业政策就
有三项，国家体育总局与相关部门又
联合印发了10个运动项目的12个产
业规划。全国31个省区市均出台了
贯彻落实“46号文件”和《关于加快发
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的实施
意见。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其中“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是战略任务之一。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体育产
业总规模和增加值的增速都远远高
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我国体育产业法人单位数量从 2015
年的 11.6 万个增长到 2018 年的 24
万个，从业人员从 363 万人增加到
464.9万人。

按照这个趋势，未来将有更多人
能够通过投身体育实现人生价值。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标
志着体育产业总规模5万亿元的目标
进入冲刺期。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
体育产业造成了打击，但各地相继出
台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日前发
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5
万亿元”的目标没有变，还提出体育
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2%，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超过2.8
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800万人。

学校体育：体育育人迎黄金期

党和政府始终重视学校体育工
作。《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将青少年体
育发展促进工程作为重大工程之
一。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意见》先后印发。

“中考体育100分”在云南落地，
体育成为“主科”，各地大中小学探索
开课模式、保障校内体育活动时间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体育成为
充分利用好“多出来的时间”的主流
选择，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
齐开足体育课日益成为各界共识。
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体
育法修订草案中，“保证体育课时不

被占用”“在校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
炼”等条款也引人注目。

在青少年运动员培养方面，培
养文体“双优生”，推动青少年竞赛
体系和学校竞赛体系有机融合，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为奥运选拔人才服
务，亦是体教融合的应有之义。教
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
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
的指导意见》、中国足协发布的《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中国足协全国
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U15 竞赛工作方案》等政策文
件，均指向了这个方向。

冰雪运动：普及群众性运动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
办2022年冬奥会。这将是我国首次
举办冬奥会，也成为我国推广和发展
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
契机。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体育。
过 去 几 年 ，《冰 雪 运 动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

《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
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等陆续出
台，力求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

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
在西南山城，在黄土高原，在江

南水乡……中国冰雪运动正“南展西
扩东进”，打破冰雪运动难进山海关
的窘境。2018-2019 冰雪季，我国冰
雪旅游人数达2.24亿人次，规模产值

达8000亿元，以冰雪休闲旅游为核心
的大众冰雪市场正在形成。北京冬
奥会的筹办过程，也重塑了人们的运
动生活习惯，为奥林匹克事业在中国
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据新华社）

北 京 冬 奥 会 科 技 亮 点 令 人 期 待
□□ 科普时报记者 何 亮

九年来九年来，，体育政策这样改变我们的生活体育政策这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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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察初冬时节，被誉为“日光城”的西藏拉萨晴空万里。布达拉宫脚下的龙王潭公园里，候鸟翔集，生机无限。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废旧物品做成的变形金刚、儿童游乐场、放在椅子上就可以自
动充电的智能座椅……11月18日，记者从重庆两江新区城管局获
悉，西南地区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建成。该公园通过寓教于
乐、寄学于景的方式，让市民可以享受公园环境的同时进行互动体
验，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重庆两江新区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包括户外游戏区、民心佳
园分类服务站、低碳之家等功能区，采用全息投影、VR、触屏互动、
多媒体展墙等高科技元素，让人们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垃圾分类、垃
圾分类全流程以及无废城市等知识。目前，公园已经对外开放，每
日有数千游客前来打卡。

引人注目的是，公园里一座两层高、集装箱式的建筑——互动
试验区。一层是手工坊，市民可以利用工具对废旧材料进行再加
工，体验完整的变废为宝全过程；二楼为垃圾分类科普知识展厅、细
菌观察室等，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定期的科普课程，借助显微镜了解
细菌的危害。 （雍黎 单倩澜）

西南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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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碳中和”主题公园开园
北京温榆河公园·未来智谷近日开园，这是全市首个“碳中和”主

题公园。园内建设了低碳驿站、碳心广场、童趣碳知园等12个主要景
点，形成“碳的世界”“中国力量”“和谐家园”三大主题区，市民可在公
园中沉浸式体验“碳中和”之旅。

据了解，“碳中和”主题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广泛使用低碳环保技
术产品，选取固碳能力强且易于维护的乡土树种，并开展碳汇计量与
监测研究。据测算，未来智谷一期已产生碳汇量4032吨，到2060年
累计碳汇量将达12646吨。同时，公园依托智慧景观互动设施，创立

“碳积分”游园体系。该套系统可记录游客在互动设施上开展的绿色
出行、低碳环保、科普学习等低碳行为，并将其转化为“碳积分”。游
客可利用“碳积分”兑换零售折扣、预约停车、享受文创礼品等增值服
务。 （方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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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11月1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称，2007年至2020
年，亚太地区的森林面积增加2790万公顷，超额实现
悉尼林业目标。我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经济体
之一，在此期间森林面积增加2650万公顷，促进了亚
太地区的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经营发展，为悉尼林业目
标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了解，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
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提出，到2020年亚太地区森林
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被称为悉尼林业目标。

为促进亚太区域森林面积增加，森林生态系统质
量提升，减缓气候变化，我国通过健全完善林草政策法
规，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行林长制，
多渠道促进了森林资源恢复，成为亚太经合组织21个
成员中，森林面积增幅最大的经济体，得到国际社会广
泛认可。

同时，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2008年发起成立了
亚太森林组织。截至2020年，该组织共开展各类森林
可持续管理和恢复项目50个，研究、示范和推广森林
恢复和森林可持续经营最佳实践，提升了亚太区域森
林可持续经营水平。并发起成立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
长级会议和大中亚林业部长级会议高层对话平台，建
立区域林业教育、人力资源、科技、规划、野生动物保护
等交流对话机制。此外，还与11个国际组织、研究机
构签订合作伙伴关系，为来自26个经济体的相关人员

提供专业培训，已
成为亚太区域最具
活力的林业国际组
织。

（胡利娟）

科普时报讯（记者 胡利娟）空间
天气关乎卫星运行、航空飞行、地面管
网等高技术系统及人类健康等，特别是
航空飞行安全和航空通信、定位、跟踪，
以及航空电子设备的可靠性，均可能受
到空间天气严重干扰。

为加快我国建设气象强国、民航强
国，11月16日，中俄联合体全球空间天
气中心（以下简称全球空间天气中心）
在京揭牌，中心由中国气象局、中国民
用航空局和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与环
境监测局共同建设运行。这不仅是我
国民航气象领域首个由国际民航组织
批准的全球中心，也是第四个全球空间
天气中心。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表示，气

象与民航部门共谋发展、紧密合作，建
立健全全球空间天气中心建设的体制
机制，实现了对全球空间天气的实时监
视及识别、信息显示和灾害性空间天气
告警。我国气象和民航部门通过与俄
罗斯合作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职
责，提升了中国空间天气航空服务的国
际影响力，希望双方进一步发挥合作机
制作用，夯实业务基础，在数据共享、产
品融合、预报验证等方面深度合作，为
全球民航用户提供更精准、更贴合实际
的空间天气服务产品，开创国际空间天
气航空气象服务新格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吕尔学表
示，自全球空间天气中心批准组建至今
仅一年多，各方面工作有很大改进和提

升空间。民航和气象部门要持续提升
空间天气预报能力和产品质量，更好维
护国家利益、服务行业发展；要强化使
命意识持续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创造性
吸收借鉴国外同行成功经验；要牢记初
心使命提升服务能力，在改善用户体
验、提升产品和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方
面下功夫；要面向未来提升国际合作能
力，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服务全球用户。

据了解，全球空间天气中心成立
后，气象与民航部门将按照优势互补、
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业务、
技术、服务、人才和在国际航空气象领
域的优势资源，与俄罗斯形成统一服务
出口，充分履行全球空间天气中心职

责，为全球民航服务提供支撑，加快提
升我国空间天气业务服务能力。其中，
中国气象局为业务主体单位，负责全球
空间天气监测、预报业务和技术研发能
力建设；中国民用航空局为服务主体单
位，负责为全球航空用户提供空间天气
服务。

目前，我国气象部门已初步构建国
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主体框架，基于
风云卫星和空间天气地基监测网打造
的天体一体化监测体系，已经具备了对
日地空间因果链的“全过程”的监测能
力，以及对日地空间关键区域的关键要
素做出长期、中期、短期预报及预警和
现报的能力，空间天气预报准确率与国
际水平相当。

中俄联合体全球空间天气中心揭牌

辽宁启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
辽宁省近日举行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爱鸟护鸟志愿

者倡议禁食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活动
同期举行。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为期两个月。

宣传月期间，辽宁各地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主题宣
传，传播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公布违法线索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参与
野生动物保护。各类农贸市场、人工繁育场所、社区、村屯、饭店和主
要道路入口还将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并组织人员发放宣传资料。

辽宁省位于华北、东北、蒙新三大动物区系交汇处，野生动植物
资源丰富。全省现有陆生野生动物553种。盘锦地处全球八大鸟类
迁徙路线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每年有超过100万只水鸟
在此停歇、繁殖。盘锦也是丹顶鹤大陆种群迁徙停歇和自然繁殖地
最南限、越冬地最北限，是全球黑嘴鸥最大种群的繁殖地。辽河入海
口是西太平洋斑海豹在我国的唯一产仔地。 （王秋平）

5G全覆盖、“百米级”精准气象预报……大批科技成果新技术将得到充分展示和应用。

国家速滑馆内景。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北京冬奥会期间，两地三赛区所有
场馆及连接场馆的道路将实现5G全覆
盖；冬奥气象预测系统将实现“百米级、
分钟级”精准气象预报；云转播技术赛
时将与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合作，在

“云顶滑雪场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上提
供制作“子弹时间”效果……

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8天之
际，11月18日，北京冬奥组委召开新闻
发布会，全面介绍新技术在北京2022年
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筹备与赛时的应用情
况。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喻红表
示，北京冬奥会上的科技亮点让人期待。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
介绍，在“科技冬奥”专项支持下，今年2
月、4月举办的“相约北京”测试活动中，
已有37个项目的133项新技术成果在测
试赛中落地应用；从10月开始，“科技冬
奥”重点专项又有61个项目228项技术
陆续在测试赛、运动员训练及冬奥会相
关筹备工作中测试应用。“科技冬奥”参
与各方正在努力将北京冬奥会办成科技
含量最高的一届冬奥会。

场馆建设是举办冬奥会的基础条件，
围绕赛道和场馆设计建造，重点解决了雪
车雪橇赛道、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速滑馆

等场馆设计、建造和运维技术难题。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北京赛区

唯一新建的场馆，采用世界跨度最大的
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用钢量
仅为传统屋面四分之一；被称为“雪游
龙”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采用“毫米级”
双曲面混凝土喷射及精加工成型技术，
1.9公里赛道一次性喷射浇筑成型；国家
游泳中心由“水立方”转为“冰立方”，应
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动态监测技
术，20天内完成“水—冰”场地转换；利用
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鸟巢正在变身为
数字、低碳、智能体育场馆……

转播在现代奥运会中不可缺少，它让
世界各地的奥运粉丝们无论身在何处，都
能感受运动员的精彩表现。由于有了5G
信号覆盖，转播也有了新的模式。

“通过云转播5G背包，可直接将前
端设备采集的视频信号实时上传到云
平台，实现高清视频即拍即传。在混和
采访区，利用远程遥控摄像系统，实现
媒体记者跨空间采访。”喻红表示，云转
播技术在助力远程编辑制作实现“轻量
化”转播的同时，也有利于疫情防控。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本届冬奥会的
办赛目标之一。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碳中

和，8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张家口赛区
进行了测试。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北
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赛时将在延庆、张
家口投入700余辆氢燃料大巴车提供交
通服务保障，试制的氢燃料电池应急电
源发电车将替代柴油发电车，已在国家
速滑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测试备用。

此外，北京冬奥会境内接力火炬将全
部应用氢燃料，以玉米、薯类及秸秆等可
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生产的可降解餐具，将
代替塑料制品为冬奥会提供相关服务。

奥运会的组织者也在新技术的应

用中感受到工作模式潜移默化的转变。
喻红介绍，运用场馆三维仿真，工

作人员可在线上进行业务领域流线、区
域的规划和设计，进行媒体摄像机位的
模拟部署等，实现在线踏勘，线上协同
设计，不仅成为疫情下的技术支撑，也
是常态下提高工作效率的技术手段。

同时，视频会议的远程同声传译功
能，为疫情下远程国际会议提供了新的
解决方案；智能会议翻译系统，支持多
语种实时语音转写、多语种互译；语音
识别翻译技术可辅助沟通无障碍。

天津市河西区德贤小学，学生在素质拓展课上练习足球。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