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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举世瞩目的第3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

儿肩负祖国和人民期望，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26枚金
牌、18枚银牌、26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展现了追求卓越的意
志品质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
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在里约奥运赛场上，我国体育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
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同世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增进了友谊和了解。你们尊重对手、尊重裁判、
尊重观众、尊重规则，表现出精湛的运动技艺和优良的竞赛
作风，向世界展现了当代中国的正能量和当代中国人民的
精神风貌。你们的优异成绩和奋发表现，激发了全国各族
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
奋进力量。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中国精神，伟大的征程需要伟
大的中国力量。希望你们继续发扬我国体育界的光荣传
统，再接再厉，总结经验，克服不足，努力争取更加优异的成
绩，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带动群众体育普及开展，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体育运动
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学习和弘扬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
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精神，努力在各自岗
位上不断追求卓越、追求超越，万众一心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2016年8月22日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第31届
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贺 电

“80 后”女作家郝景芳凭借中
篇小说《北京折叠》获得了由世界科
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这已是中国
科幻作家第二次摘得这一奖项，大
大提升了中国科幻的国际能见度和
知名度。

分析人士认为，短短一年，从长
篇到中篇，从男作家到女作家，从

“60后”到“80后”，中国科幻正站上
世界文坛。

小说是现实的推演

郝景芳创作的《北京折叠》严
格意义上说是一部“软科幻”，故
事探讨了城市社会发展的某种可
能性，以警示未来。她在书中构
建了一个不同空间、不同阶层的
北京，可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

的城市”，却又“具有更为冷峻
的现实感”。故事多源自她自
己的生活日常，记叙现实的人
情冷暖。

事实上，在今年 7 月 23 日，
郝景芳科幻作品的读者见面会
上，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糖匪等
嘉宾，就曾解读了郝景芳的三部
科幻作品《流浪苍穹》《孤独深处》

《去远方》。作为科幻界的新星，
她 2006 年开始从事写作。在书
迷们看来，有现实痕迹的科幻小
说，是郝景芳与众不同的科幻写
作方式。

郝景芳获奖后说，自己的获
奖有助于科幻在国内继续慢慢变
热；未来的创作计划之一是把《北
京折叠》这个故事写完，按照一开
始的想法，变成一个长篇。

读懂中国的新钥匙

在郝景芳获颁雨果奖的当
天，太平洋西岸的上海书展上，

《三体》三部曲全套英文版宣布出
版。近千“粉丝”在书展现场排起
长队，等候作者刘慈欣签名。

“去年《三体》获雨果奖后，可
以感受到，在国际科幻界，中国文
化、中国科幻的存在感逐步提高
了，这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崛起也
有着一定关联。”十多年来一路推
动《三体》系列问世的《科幻世界》
杂志副总编姚海军说。

刘慈欣说，科幻文学正在、也
应当成为外部世界读懂中国的一
把新钥匙。

姚海军认为，一方面，《三体》

系列的翻译通过专业化的渠道推
进，为中国科幻与西方世界建立
起桥梁；而更重要的是，从《三体》
中，一些美国读者试图推测未来
中国的图景，这就好像“解密”中
国一样。

科幻不仅是文学

《三体》已被改编成舞台剧和
电影，可以想见，《北京折叠》也将
受到其他艺术门类的青睐。然而
刘慈欣坦言，中国的科幻产业仍
在一个初级阶段，与一些发达国
家比，亟待建立工业化的体系。

仅以电影为例，中国的电影
年票房已超过 440 亿元人民币，
稳居世界第二，却仍未出现如《盗
梦空间》《星际迷航》《火星救援》

等现象级科幻电影。
据国内科技文化品牌“未来事务管

理局”调查，中国科幻的产业化规模依然
较小，读者叫得出名字的作家、写手还只
有约30人，核心层的职业科幻作家不到
10人，可以从事科幻编剧、制片、项目管
理的资深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对中国科幻而言，今天迎来的是
前所未有的机遇。”刘慈欣说，中国人连
续取得奖项本身有偶然性，也包含必然；
中国科幻文学产业化的时代开启了。

让科幻界感动欣慰的是，近年来，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FAST 射电望
远镜项目、量子通信与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一系列基础物理研究领
域的新名词、新实践正在刷新中国人
对科技的认知，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科
幻有望站在世界更前沿的知识储备保
障。 据新华社上海8月22日电

中国作家再获雨果奖——

外国人突然爱看中国科幻？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刘红霞） 22 日早晨 6 时，中央气象台
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息，这是 7 月 1
日以来，中央气象台发布的第49期高
温预警。

据了解，仅 8 月份，截至 22 日，全
国范围内就有 47 个县市日最高气温
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北方地区主要集
中在内蒙古、青海、甘肃和陕西；南方
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和重庆。

回顾 7 月份，高温情况更叫人震
惊：全国平均气温 22.7 摄氏度，较常
年同期偏高 0.9 摄氏度，创 1961 年以
来同期第三高；123 个县市最高气温
突破当月历史极值；日最低气温方面，
140 个县市突破当月最高纪录；就持
续时间而言，江淮、江南及湖北东部、
福建西部、广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达
9－12 天，浙江丽水连续 5 天超 40 摄
氏度⋯⋯

“今年副热带高压比往年偏强，高
温时段比往年长，区域也比较大。”中
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翀告诉记者，7
月 1 日以来，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29期、高温橙色预警20期。

今年夏天两月
49次高温预警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在组织有关专家对通过
形式审查的29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进行评审后，民政部
22日公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名单，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腾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等 13 家平台
榜上有名。

据介绍，由公益慈善专家、互联网专家、慈善组织代表、
新闻媒体代表、捐赠人代表等共 20 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20 日依据统一评审标准对各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进行
了评分与合议，得分最高的13家平台最终入围。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的名单将于8月22日至28日进行公示，任何单位和
个人如对公示的拟定名单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间，通过
书面形式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举报或反映。

民政部公示首批
13家网上募捐平台 经过卓有成效的陆基训练，日前又一批舰载机飞行员驾驶国产歼－15 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进行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通过航母

飞行资质认证，实现了我国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由军地协作向海军部队自主培训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
趋完善，是海军航母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图为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阻拦着舰（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青岛8月22日专电（记
者刘宝森）青岛海关 22 日通报，该关
近期一举摧毁 1个特大走私进口冻水
产品犯罪团伙，查扣涉嫌走私进口冻
虾夷扇贝柱、冻虾、帝王蟹一批，案值
2.3亿元。

据青岛海关缉私局查明，犯罪
嫌疑人王某某、蒋某从日本订购冻
虾夷扇贝柱等高档海产品，将货物
发运至越南，将本应以一般贸易方
式征税申报进口的冻水产品化整为
零，伙同犯罪嫌疑人谢某某、蔡某某
等伪报原产地和贸易性质，以免税
的 边 民 互 市 贸 易 方 式 大 量 走 私 入
境；秦皇岛某公司肖某某也通过王
某某订购日本冻虾夷扇贝柱，并发
往越南，后通过黄某某、刘某某等采
取同样方式走私入境。青岛海关缉
私局共查证涉案走私虾夷扇贝柱等
冻水产品 5000 余吨。

青岛海关表示，这一案件中，走
私分子为谋取非法利益，伪报冻水产
品原产地，化整为零走私进境，不但
偷逃关税，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同时
也破坏了国内同类食品正常的市场
秩序。走私进境的食品都未经国家
正规的检验检疫程序，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

涉帝王蟹等共5000余吨

青岛海关：

破获2．3亿元
海鲜走私大案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记者安蓓 赵超） 国家发展改
革委 22 日称，《推进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
施方案（2016－2018 年）》已
于近日印发。方案分年度明确
了 137 项重点工作和 127 项重
大项目。

《实施方案》重点围绕着力
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
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四大核心任
务，分年度明确了 137 项重点
工作。

在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方

面，明确了加快完善政府管理
体制、深化国企改革，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等领域工作任务，包
括制定和组织实施东北地区国
有企业改革方案，在东北地区
改组组建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
司和运营公司，在部分转制科
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
权和分工激励工作等。

在着力推进结构调整方
面，明确了在推进传统产业改
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
领域的工作任务，包括推动在
东 北 地 区 开 展“ 中 国 制 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组

织实施一批重大技术装备首台
（套）示范项目，组织实施东北地
区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三年行
动，建设若干老工业基地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和示范园区等。

在着力鼓励创新创业方面，
明确了吸引留住人才、完善区域
创新环境等领域的工作任务，包
括组织实施东北振兴重大创新工
程，制定实施沈阳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总体方案，推进沈大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

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方
面，明确了在鼓励就业创业、加快
重大民生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具体

工作任务，包括全面推进城区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和独立工矿区改
造搬迁，继续大力实施棚户区改
造工程，加大对资源枯竭城市财
力性转移支付支持力度等。

《实 施 方 案》提 出 了 拟 于
2016 年至 2018 年开工建设的对
东北振兴有全局性重要影响的，
能够有效补短板和培育新动能的
重大项目，共 127 项。其中 2016
年 62 项，2017 年 33 项，2018 年
32 项，主要涉及交通（含铁路、高
速公路、机场、轨道交通）、能源、
水利、工业、农业、城乡建设等多
个领域。

明确127项重大项目

国家发改委印发

东北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

近日，南昌动物园内新近出生的
一对双胞胎华南虎平稳度过观察期。
据悉，目前南昌动物园以 26 只华南虎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圈养华南虎最多的
饲养机构。 新华社发

（上接A1版）

菲尔普斯

伦敦奥运会后退役的菲尔普斯再
度归来，里约收获 5 金 1 银，虽然在传
统领地 100 米蝶泳中输给了自己的

“粉丝”——新加坡小将斯库林，但“飞
鱼”创造的 23 块奥运金牌的神纪录，
前无古人，后来者应也很难超越。

莱德茨基

美国队为何能以 16 金 8 银 9 铜的
绝对优势称霸里约泳坛？因为男有菲
尔普斯，女有莱德茨基。这位 19 岁的
天才少女在 200 米、400 米和 800 米自
由泳中获得全胜，算上接力，一共赢得
4 金，还打破了 400 米和 800 米自由泳
的世界纪录。

博尔特

“闪电”博尔特在里约完成了在奥

运会男子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
力3个项目上的三连冠伟业，共收获9枚
金牌。他深刻诠释了无敌是多么寂寞，
每一场夺冠，他的优势都相当明显。在
200米半决赛的最后冲刺阶段，他甚至放
慢脚步，笑着看向身边的对手。

法拉赫

如果说博尔特是短跑之王，那出
生于索马里的英国选手法拉赫就是长
跑之王。法拉赫在伦敦奥运会上包揽
了男子 5000 米和 10000 米两枚金牌，
随后开启了自己的霸主时代，2013 年
莫斯科世锦赛包揽两金，2015 年北京
世锦赛包揽两金。在里约，他再次拿
下5000米、10000米双冠。

拜尔斯

年仅 19 岁的美国体操天才拜尔
斯首次征战奥运会，就拿下女子团体、
个人全能、跳马和自由操 4 枚金牌。

这位“全能女王”争霸赛场实力超强，
更有超级出众的稳定性。从资格赛到
团体决赛再到个人决赛，她唯一失误
就是在平衡木决赛中出现一次趔趄。

内马尔

巴西男足虽然 5 夺世界杯冠军，
但此前从未摘下奥运会金牌。为了填
补这一空白，东道主让巴萨球星内马
尔放弃百年美洲杯而专攻奥运会。小
组赛“桑巴军团”表现差强人意，进入
淘汰赛，作为队长的内马尔终于爆发，
3场贡献4球。在对阵德国的决赛中，
他用一记任意球为巴西队首开记录，
并在点球大战最关键一轮中锁定胜
局，成为全巴西的英雄。

穆雷

成为里约奥运会英国代表团开幕
式旗手，穆雷的实力和人气可见一
斑。4年前，他在伦敦奥运会上击败费

德勒收获男单金牌。4年后，虽然费德勒
没有参赛，但是穆雷的获胜仍然成色十
足。他与淘汰了头号种子焦科维奇和西
班牙巨星纳达尔的阿根廷宿将德尔波特
罗激战 4 小时，艰难取胜，成为奥运会历
史上首位卫冕成功的网球男单冠军。

杜兰特

尽管库里、詹姆斯、哈登等大腕儿
缺席，但美国男篮梦之队依然星光闪
烁，其中最耀眼的当属杜兰特。他先是
贡献 14 分帮助美国队半决赛 82：76 力
克西班牙，接着在决赛中砍下全场最高
的 30 分，第 2 节表现更是无解，为美国
队 96：66 轻取塞尔维亚队立下汗马功
劳。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而这也是杜
兰特的第 2 块奥运金牌。

孙杨

面对外界质疑和蓄意攻击，孙杨用
“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应该被尊

重”大气回应；面对首日遗憾，孙杨用实
力和拼搏突破自我，首次夺得奥运会200
米自由泳金牌；面对身体不适，孙杨带病
出战，坚持游完 1500 米自由泳预赛。在
里约，孙杨不仅收获 1 金 1 银，也展现出
中国体育明星的成熟、责任和自信。

朱婷

在不利局面下，“悬崖边”的中国女
排拼杀出一条生路，连克东道主巴西、欧
洲新贵荷兰和劲敌塞尔维亚，时隔 12 年
再次夺下奥运金牌。除了用兵如神的主
教练郎平，中国女排创造奇迹的关键人
物当属朱婷。1994 年出生的她已是中
国队的“定海神针”，并在自己的首次奥
运之旅中实现了向“超级巨星”的华丽转
变。淘汰荷兰一战，她贡献了惊人的 33
分，这也是本届奥运会女排比赛的单场
最高个人得分。继 2015 年世界杯之后，
她又在奥运会上当选女排最有价值球员

（MVP）。

8月22日，上海公安特种机动队举行实战模拟演练，对
寻衅滋事、精神病人肇事、个人极端暴力驾车冲撞、持刀砍
杀袭击等四个模拟警情进行快速处置。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意见》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提
出，设立若干试验区，形成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国家级综合
试验平台。

综合考虑各地现有生态文明改革实践基础、区域差异
性和发展阶段等因素，首批选择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较强的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作为试验区。今后
根据改革举措落实情况和试验任务需要，适时选择不同类
型、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试验区建设。试验区数量要从
严控制，务求改革实效。

中办国办：

三省设立统一规范的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