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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家层面出台《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提出，我国将针
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糖尿病这四类重大慢性病开展防治行动。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以这四类疾病为代
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
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
负担的70%以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指出，本
次健康中国行动文件在定位上，从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全方位聚焦影响人民健康
的主要因素。

据了解，健康中国行动将监测、检测、早
诊早治、规范化治疗等建议贯穿四类重大慢
性病防治行动，在策略上从注重“治已病”向

“治未病”转变，从个人、社会和政府方面提出
具体的防治防控方案。

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文件提出，心脑血
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全
国现有高血压患者2.7亿、脑卒中患者1300

万、冠心病患者1100万。行动文件给出了血
压监测、血脂检测、自我健康管理、膳食、运动
等建议，并提出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发病的
自救措施。

癌症是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的疾病。
目前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80万，死亡人
数约229万，发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行动文件主要针对癌症预防、早期筛查及
早诊早治、规范化治疗、康复和膳食指导等方
面给出有关建议。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赵方辉表示，行动通
过传递预防肿瘤的科普核心知识，为群众了
解癌症的危险因素、避免危险行为和生活方
式、积极主动参与防癌行动、主动寻求规范的
医疗服务起到明确且具体的指导作用。

以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代表的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高，严重影响健康水平，
我国总患病人数近1亿。行动文件主要针对慢
阻肺、哮喘的主要预防措施和膳食、运动等方面
给出指导建议。此外文件还提出糖尿病防治
的建议措施。 据新华社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印发
我国对四类重大慢性病发起“攻坚战”

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重要文章《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

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
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
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
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
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
所在。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
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
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
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
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
和效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
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政
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文章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
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
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文章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

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
作。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
点，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坚决把反
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
色。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
模范。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
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
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
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善于从政治上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

中小学生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提出实施
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并就行动目标和举措
作出部署。

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强调，动员家庭、学
校和社会共同维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引导
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锻炼健康体魄，
预防近视、肥胖等疾病。中小学校按规定开
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把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纳入对学校的绩效考核，结合学生年龄特
点，以多种方式对学生健康知识进行考试考

查，将体育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到2022
年和2030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
良率分别达到50%及以上和60%及以上，全
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0.5
个百分点以上，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在吹风会上介绍，将进一步推进学校体育
教育改革，帮助儿童青少年掌握健康知识和
一到两项运动技能，做到“教会”“勤练”“常
赛”，让广大儿童青少年更多走进阳光下、走
向操场，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据新华社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将纳入学校绩效考核

福彩开奖信息
3D第2019189期：3 1 7 七乐彩第2019081期：01 07 08 17 24 25 27 18
6+1第2019081期：3 4 9 9 3 4 羊 15选5第2019189期：03 04 08 10 13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9081期：06 24 26 30 33 02 07 20选5第19189期：08 09 10 15 17
排列5第19189期：8 9 0 9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健康中国行动考核指标框架附：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7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镇海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三楼开标厅（镇海区骆驼街道金华南路55号）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位于镇海澥浦镇汇源小区 27、28、29号共计 10个汽车库（分体拍

卖），价格、面积详见网站清单。
二、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7月25日至26日
三、报名登记手续：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者于2019年7月29日下午3时之前将相应保证金缴纳至公司账户，同时带身份证、缴款凭证（企业

带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相关委托文件）等有效证件到本
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四、咨询电话：86864950 86860980
五、公司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新大路755号新锋商务楼三楼
六、亚德拍卖网址：www.nbyade.com;微信公众号:“宁波亚德拍卖有限

公司”

更正公告：刊登于2019年7月15日《宁波晚报》的车辆拍卖公告，标
的展示时间更正为7月25日至26日，报名登记截止至2019年7月26日
上午11时。其余不变，特此更正。

拍卖公告栏
刊登热线：87682558
13884469746姚

另外承接《宁波晚报》《东
南商报》政府类、企业类、
招聘等公告，欢迎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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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人均预期寿命（岁）

婴儿死亡率（‰）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
以上的人数比例（%）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建立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构
建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

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的绩效考核机制

产前筛查率（%）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

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覆盖
率（%）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

符合要求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课
率（%）

中小学生每天校内体育活动时间（小时）

寄宿制中小学校或600名学生以上的非
寄宿制中小学校配备专职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600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中小学
校配备专兼职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的比例（%）

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中小学
校比例（%）

接尘工龄不足5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
报告例数占年度报告总例数比例（%）

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老年医学科比例
（%）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中医
非药物疗法的比例（％）,村卫生室提供中
医非药物疗法的比例（%）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

基期水平

76.7

6.8

9.1

19.6

2014年
为89.6

14.18

2014年
为33.9

2015年
为18.5

2.44

28.8

—

—

61.1

97.5

52.6

31.8

—

—

—

—

—

—

2015年
为50

2015年
为50

—

90

2022年
全国目标值

77.7

≤7.5
≤9.5
≤18

≥90.86
≥22
≥37

≤15.9
2.6

27.5

实现

实现

≥70
≥98
≥80
≥50
100

≥1

≥70

≥80
下降

≥50
≥60

≥60

100,70

＞90

注：未写明年份的基期水平值均为2017年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