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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经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育总局
和教育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
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示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充分发挥党委领导
和政府主导作用，深化具有中国特色体
教融合发展，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
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意见》提出，要加强学校体育工
作。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
足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
竞赛活动。支持大中小学校建设学校
代表队，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将体
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
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启动体育素养
在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究。加快体育
高等院校建设。

要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义
务教育、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体育赛事
由教育、体育部门共同组织，统一注册
资格。整合学校比赛和U系列比赛，建
立分学段、跨区域的四级青少年体育赛
事体系。合并全国青年运动会和全国
学生运动会。教育、体育部门为在校学
生的运动水平等级认证制定统一标准
并共同评定。

要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整合原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由教育、体

育部门联合评定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联
合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合理规划高
水平运动队招生项目覆盖面，推进国家
队、省队建设改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建设相衔接，选拔一定比例的优秀运动
员进入省队、国家队。

要深化体校改革。推进各级各类
体校改革，推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
心，与当地中小学校合作，将体校义务
教育适龄学生的文化教育全部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鼓励体校教练员参与体
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

要规范社会体育组织。鼓励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发展，建立社会体育俱乐
部竞赛、训练和培训体系。教育部、体
育总局共同制定社会体育俱乐部进入
校园的准入标准，有条件的地方可向社
会体育组织购买服务，为缺少体育师资
的中小学校提供体育教学和教练服务。

要大力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
伍。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教练员进入学
校兼任、担任体育教师的渠道，制定在大
中小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制度。

要强化政策保障。研究制定有体
育特长学生的评价、升学保障等政策，
鼓励各地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
解决体育人才升学断档问题。加强场
地设施共享利用，加大对青少年体育赛
事、活动的宣传转播力度。

为抓好贯彻落实，《意见》强调，下
一步将成立由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
体育总局牵头，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参与的青少年体育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压实地方责任，建立联
合督导机制，加大政策贯彻执行力度。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意见

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9月21日13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
将海洋二号C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海洋二号C卫星是我国第3颗海洋动力环境卫星，也是空间基础设施海洋动
力探测系列的第2颗业务星，将与2018年10月发射的海洋二号B卫星及后续规划
发射的海洋二号D卫星组网运行，共同构成我国海洋动力环境监测网，实现对全球
海面高度、有效波高、海面风场、海面温度的全天时全天候高精度观测，有效服务我国
自然资源调查监管。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记者
马卓言）针对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近日
访台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历来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必将采取正
当反制措施。

汪文斌说，中方历来坚决反对任何
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美方近来执意

接连派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副
国务卿克拉奇赴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对中
方的政治挑衅，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
张气焰，破坏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
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
责。

“中方必将采取正当反制措施，包

括针对有关个人。美方有关行径也将
进一步损害中美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上的协调与合作。美方必须为此承担
完全责任。”汪文斌说。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不移，实现两岸统
一的决心坚定不移。”汪文斌说，“我们

正告美方，‘台独’是死路一条，纵容和
支持‘台独’注定要失败。任何损害中
方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会
遭到中方有力回击。任何势力都无法
阻挡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他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恪
守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作出的承诺，
停止任何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采取破坏中美关
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言行。

针对有记者问中方对“海峡中线”
持何立场，汪文斌说，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
峡中线”。

外交部回应美副国务卿访台：

必将采取正当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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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从部队转业投身于城市
管理工作以来，他坚持战斗在城市管理
工作第一线，“用责任维护公平，用温暖
守护城市”“踏实肯干、身先士卒”的工作
作风不断受到肯定，曾多次被评为“万盛
经开区优秀公务员”，用实际行动展现出
城管人的精神风貌……他就是万盛经开
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2020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何畏。

忍受伤痛 服务创卫

作为执法支队的副支队长，何畏温
和却不懦弱，严谨却不死板。他经常一
大早就要带领队员奋战在城市管理执
法一线，有时都要忙到深夜。遇上紧急
任务，甚至连日常三餐都顾不上。

2017年夏季，万盛经开区迎接“创
卫复审”工作，因工伤导致腿部骨折、尚
处在康复期间的何畏，身先士卒、靠前
指挥，始终置身于工作最艰苦的地方。
他不厌其烦地交代支队队员注意自身
安全，却总是忽略自己还未痊愈的腿
伤，碰上夜间露天烧烤商贩，他忍着腿

上锥心般的疼痛，咬着牙也要工作在最
前线。

整治期间，他一方面作好各方解释
工作，另一方面也对违法者果断采取措
施，这样的做法也更多地赢得了广大群
众、辖区居民的认可。他带领执法队员
打赢了从小街巷治理到早夜市、马路市
场整治等等一场又一场硬仗，解决了城
市管理中的种种难题，为“创卫复审”的
顺利通过增添了一把力。

攻坚克难 担当奉献

2019 年，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开展期间，他带头
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重点抓好露天焚烧整治、扬尘管控、
污水治排等工作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和历史遗留问题，环保督察期间所
有交办的 20 余件问题全部办理完
结，为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
下坚实的基础。

在“污水偷排偷放专项整治”工
作中，他坚持“有案必查、查必有果”，

规范执法，严格执法，切实将群众的
每一件投诉都认真查处，推动难点问
题有效解决，落到实处。2019年8月
的一天，万盛突降暴雨，为查找一起
餐饮门店污水直排案件的证据，他带

领执法队员冒着及膝的雨水，一步一
步地蹚着走、弯下腰用手去摸索下水
道口，忍着呛鼻的恶臭，寻找污水排
放路径，最终成功寻找出直接证据，
将违法者依法查处。

何畏身体力行，践行“不怕脏、不
怕苦、不怕累”的“三不怕”精神，起
早贪黑，穿梭于城区各条街道之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自己的韶华
岁月奉献于城管工作。

防控疫情 履职尽责

今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状肺
炎，何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
军人党员“退伍不褪色、卸甲不卸志”
的优秀品质。闻令而动、主动请战是
他面对疫情的态度，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他坚决服从局党组的工作安排，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奋
不顾身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从今年大年初二开始，何畏带领
执法队员勇于冲锋陷阵，深入广场、
公园、农贸市场、夜间烧烤摊区等重
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宣传劝导。夜
晚，冷清的街道上，有他们坚守的身
影。城市管理执法领域是疫情防控
的重点环节，而疫情期间部分执法人
员需要隔离，执法队员力量不足，长

期身处一线的他提出合理优化执法
模式、科学调配执法力量，疫情期间
重点加大对生活垃圾收运点、城市公
园、城市广场、农贸市场、车站、医院
周边等重点区域的监管力度，最大限
度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面对个别群众的不理解不支
持，何畏秉承“献出一颗心，温暖一
座城”的为民理念，积极沟通、耐心
劝解，讲清楚疫情的危害性和严重
性，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守护着
城市的安宁。疫情期间，执法支队
先后发放宣传资料4000余份，规范
城区重点区域占道经营行为2300余
起，劝离街面聚集群众2800余人次。

花开不言，雪落无声。在何畏
身后，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城管人但他
一如既往地乐于奉献，热心助人，爱
岗敬业，严于律己。他不为外界繁
华所动，坚持自身的道德操守，默默
为他人献爱心，为城管事业尽责任。

潘锋 罗远智

何畏何畏（（右右））在工作中在工作中 摄摄//解维坪解维坪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19号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工业园区水江组团GY08-07/02（A）地块、工业园区水江组团GY08分区07/02（B）地块、工业园区水江组团GY08分区07/02（C）地块等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法
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土地出
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0年9月22日9时00分至2020年10月11日

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南川区）（https://www.cqggzy.com/nanch-
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帐截止时间:2020年10月11日16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10月12日8时30分
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
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2020

年10月12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挂牌

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时间：2020年10月12日15时30分（如

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0月12日18时00分

挂牌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9月21日

编号

NC2020让9-3-1

NC2020让9-3-2

NC2020让9-3-3

地块名称

工业园区水江组团GY08-
07/02（A）地块

工业园区水江组团GY08
分区07/02（B）地块

工业园区水江组团GY08
分区07/02（C）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6651（约9.98亩）

9970（约14.96亩）

12390（约18.59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52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普通工业项
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
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该项目在实施外立面之前，建设单位应制作外立面比选样墙，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现场确认。其他规划条
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12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52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普通工业项
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
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07号执行。

产业准入类别：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固定投资强度52万元/亩（最终以相关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准），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普通工业项
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
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资条件〔2020〕0007号执行。

用地性质

三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

150

186

起始价（万元）

100

150

186

新华社昆明 9 月 21 日电 9月21
日，“李心草案”一审公开宣判，昆明市
盘龙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罗秉乾以过
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就广大网民关注的涉案其他问题，
昆明市有关办案机关接受了新华社记
者专访，进行了回应。

一、李心草溺亡前发生了什么？

昆明市警方介绍，2019年9月7日
晚，昆明某公司职员罗秉乾（男，1997
年7月出生，云南省开远市人）电话邀
约初中校友任某燊（女，1999年10月出
生，云南省蒙自市人，时为昆明某大学
大二学生）到昆明市区聚会，任某燊称
已和同宿舍3名室友约好次日到昆明
市区逛街，到时再联系。

9月 8日中午，两室友因有事未
能前往，任某燊邀约李心草（女，2000
年 11 月出生，云南省师宗县人，任某
燊同学、室友）从昆明某大学呈贡校
区出发到达昆明市区恒隆广场逛街，
于 15 时 42 分与罗秉乾、李某某昊
（男，1997 年 3 月出生，云南省开远市
人，时为云南某大学大四学生，罗秉
乾朋友）会合，后步行至金鹰国际购
物中心逛街。

9月8日下午，四人在正义坊一火
锅店就餐，未饮酒。饭后，经罗秉乾提
议，四人连续到鼎新街一酒吧、江滨西
路一酒吧饮酒，共饮用啤酒24瓶。22
时38分，四人离开酒吧步行至交三桥
地铁站，任某燊、李心草准备乘末班地
铁返校，罗秉乾、李某某昊准备回租住
房屋处。购票进站后未能赶上末班地
铁，经罗秉乾提议四人决定找酒吧继续
饮酒。23时03分，四人步行至盘龙江
边桃源街“热度酒吧”，罗秉乾点了12
瓶大瓶乐堡啤酒并主动请客购买了4
杯“B52”调制鸡尾酒共饮近三个小
时。在饮酒过程中，李心草逐渐出现醉
酒反应，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状态，陆续
出现胡言乱语、拍桌子、砸物品等异常
举动。期间，李心草先后五次走出酒吧

均被扶回，其中第四次走出酒吧时到盘
龙江边欲翻越护栏，被罗秉乾拉回，后
同任某燊一起将其带回酒吧。9日1时
40分许，李心草第五次被罗秉乾等人
扶回酒吧后，李某某昊提出拨打120送
医、向警察求助等建议，罗秉乾未采纳，
并对李心草实施俯身贴近、掌掴等行
为。

9日2时0分27秒，李心草第六次
起身走出酒吧，李某某昊跟随李心草离
开酒吧；2时0分38秒，李心草拦下一
辆出租车坐到后排，李某某昊在车外左
侧告诉驾驶员其朋友喝多了，让出租车
先不要走；2时1分5秒，罗秉乾走出酒
吧，向被该出租车堵住的后车驾驶员解
释等候一下；2时1分52秒，李心草拉
开出租车右后门突然下车，穿过绿化带
向盘龙江边跑去，李某某昊、罗秉乾见
状先后追赶；2时2分4秒，李心草翻越
江边护栏后坠江。李某某昊随即呼叫
有人落水，罗秉乾和一名市民分别拨打
了110报警。

2时5分19秒，昆明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指令就近的警力
出警搜救，同步通知盘龙江沿线派出
所和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搜救，并通
知120参与救援。20余名警力、消防
队员以及现场群众迅速开展搜救工
作，由于天黑、水流较急，未能发现李
心草。当晚，盘龙公安分局鼓楼派出
所将一同饮酒的罗秉乾、任某燊、李某
某昊三人及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询问
调查。

9月11日，昆明市公安局水上分
局水上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在滇池东码
头打捞起李心草尸体，昆明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法医到现场对尸体进行勘验，初
步判断为溺水死亡。

二、警方立案侦查情况是什么？

昆明市警方介绍，2019年9月16
日，李心草家属到鼓楼派出所报案，称

“热度酒吧”监控视频显示与李心草共
同饮酒的一名男子疑似对李心草实施

猥亵行为。同日，鼓楼派出所受案调
查。

10月14日，盘龙公安分局对李心
草死亡案立案侦查。同日，昆明市公安
局提级侦办。15日，盘龙公安分局对
罗秉乾、任某燊、李某某昊以涉嫌过失
致人死亡罪予以刑事拘留。22日，以
罗秉乾涉嫌强制猥亵、侮辱罪立案侦
查，变更任某燊、李某某昊强制措施为
监视居住。29日，经检察机关批准，对
犯罪嫌疑人罗秉乾执行逮捕。

侦查期间，昆明市公安局邀请多名
全国刑侦、技术专家到昆指导，缜密开
展现场勘验、走访调查、尸体检验、电子
数据勘验及审讯等工作。检察机关同
步对案件侦查开展法律监督。

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李
心草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出具《司法鉴
定意见书》，排除机械性损伤致死、排除
自身疾病死亡，未检见生前受到性侵的
痕 迹 ，血 液 乙 醇 含 量 为 97.94mg/
100ml，未检出毒（药）物，死亡原因为
溺水死亡。广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
心出具检验报告，李心草肺部组织检测
出的硅藻种类与李心草坠江点水样硅
藻种类相符，符合溺水死亡特征。

2020年1月29日，盘龙公安分局
对犯罪嫌疑人罗秉乾以涉嫌过失致人
死亡罪移送盘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对任某燊、李某某昊变更强制措施
为取保候审。

三、为什么不追究任某燊和
李某某昊刑事责任？

昆明市警方介绍，本案中，比较罗
秉乾的行为，任某燊和李某某昊不是聚
会的邀约组织者，对酒醉后的李心草有
跟随、照顾等救助行为，未实施不当行
为刺激酒醉的李心草，李某某昊还提出
拨打120送医、求助警察等合理建议。
2020年9月21日，盘龙公安分局认为
任某燊、李某某昊不构成刑事犯罪，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分别对二人解除取保
候审，终止侦查。

四、为什么罗秉乾的行为不
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

昆明市警方介绍，在案件侦查初
期，侦查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
证据显示罗秉乾有涉嫌强制猥亵、侮辱
罪的行为，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了批准逮
捕决定。

随着侦查的深入及证据的不断完
善，对酒吧监控录像进行视频、音频的
清晰化技术处理，对监控视频逐帧审
查，并综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
据，办案机关认为，罗秉乾为了安抚李
心草和让其醒酒，对李心草实施俯身贴
近、掌掴的行为，主观上没有猥亵、侮辱
的意图，客观上没有触摸李心草隐私部
位，不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

五、案件前期调查取证过程
中是否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昆明市警方介绍，昆明市纪检监察
机关对盘龙公安分局及分局指挥中心、
刑侦大队、鼓楼派出所等部门在案件前
期处置、执法办案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到
位、执法行为不规范等违规违纪问题进
行倒查，依照党纪党规和相关规定对
16名民警分别作出了免职、降级、党内
严重警告、诫勉等问责处理。

六、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年轻的女大学生李心草醉酒溺亡
是一起让人痛心的悲剧，记者采访过程
中深切感受到，要避免悲剧重演，在聚
会饮酒过程中应做到不酗酒，同饮人相
互之间应当进行劝阻、提醒、照顾，这不
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上的
义务。特别是对于酒醉或出现不良反
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共饮
人，应当及时劝解、照顾、通知家属、将
其安全送回家或协助送往医疗机构救
治，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参与饮酒人的安
全和利益。否则，相互之间漠不关心，
推卸责任，不管他人，不予救助，发生严
重后果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回应“李心草案”六个疑问
——昆明市办案机关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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