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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健身有原则，牢记要点是
关键

科学健身应该进行全面的体质评估，选
择安全有效的健身运动，遵从循序渐进的健
身计划，参加多种形式的运动项目，全面发展
运动能力，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坚持经常锻
炼身体。科学健身的锻炼计划要点主要包
括：运动项目、运动强度、运动频率和每次运
动时间。

二、科学健身可以促进健康生活

方式的形成
科学健身应将身体活动融入日常生活，

注意与全面的营养、充分的休息和安全的环
境相辅相成，达到理想的锻炼效果。

三、运动有益健康、降低疾病风险
科学健身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强健肌肉骨

骼，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重，降低疾病风险、提高
生命活力、促进心理健康，改善生活品质。

四、久坐伤身，动则有益
减少静坐的时间，鼓励随时随地、各种形

式的身体活动，每小时起来动一动，日常身体
活动是健康的基石。

五、运动风险评估可以提升运动
安全

运动前应了解患病史及家族病史，筛查
生理指标，进行体质测定，全面评估身体状
态，减少运动风险。

六、运动环节要完整，运动方式要
多样

一次完整的运动应当包括准备活动、正

式运动、整理活动，这三个环节不可或缺，一

周运动健身应当包括有氧运动、力量练习、柔

韧性练习，这三种方式不可偏废。

七、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
习惯，掌握运动技能

推荐儿童和青少年每天累计至少 1小时
中等强度及以上的运动，培养终身运动的习
惯，提高身体素质，掌握运动技能，鼓励大强
度的运动；青少年应当每周参加至少3次有助
于强健骨骼和肌肉的运动。

八、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
率和持续时间

推荐每周运动不少于 3 次；进行累计至
少 150 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累计

至少 75 分钟较大强度的有氧运动也能达到
运动量；同等量的中等和较大强度有氧运动
的相结合也能满足日常身体活动量，每次有
氧运动时间应当不少于 10 分钟，每周至少有
2 天进行所有主要肌群参与的抗阻力量练
习。

九、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
体活动水平

老年人应当从事与自身体质相适应的运

动，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重视肌肉力量练

习，适当进行平衡能力锻炼，强健肌肉、骨

骼，预防跌倒。

十、特殊人群应当在专业指导下
运动

特殊人群（如婴幼儿、孕妇、慢病患者、残

疾人等）应当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进行运动。

科学健身核心信息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精神，根据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推进实施《“十三五”
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
规 划》《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16-2020 年）》和《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
（2017-2025 年）》，提升人
民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健康中国行——科学健身
主题宣传活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国家体育总
局等联合发布了《科学健
身核心信息》，具体如下：

本报宜春讯（记者钟瑜）宜春市紧紧
围绕产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持续扩大
对外开放，深化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贸交
流合作，全方位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和物流链，不断提升全市开放型经济水
平，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今年上
半年，该市财政总收入238.06亿元，列全
省第四；引进省外2000万元以上项目172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90个；引进省外资
金355亿余元，同比增长10.65%。

搭建平台好腾飞，激活区位潜力。宜
春市推进开放平台建设，着力构筑赣西开

放高地，让宜春在更新、更高的起点上振
翅腾飞。该市编制区域性口岸物流发展
规划，力争实现“全市口岸物流平台全覆
盖”目标，推进樟树水运、高安铁路、宜春
陆路、万载公路（烟花爆竹）口岸作业区和
丰城铁海联运装卸站等建设，进一步完善
市场体系。同时，在优化环境上求实效，
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加快宜商网络建设，
加大商务执法力度，树立服务理念。

积极“走出去”，主动“引进来”，积蓄
发展动力。该市坚持实行“一把手”招商
引资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挂帅，抽

出身来外出招商，扑下身来落实项目。建
材、食品、纺织、鞋革等传统产业“脱胎换
骨”，锂电、中医药、新材料、大数据等新兴
产业“健身壮骨”。大数据产业园已成功
吸引华为、中国网库等近30家知名企业入
驻，宜春大数据中心项目正加快推进建
设。靖安百香谷农旅医康养产业园、铜鼓
康隆莱健生态+大健康项目先后动工建
设，中国药都·樟树岐黄小镇、明月山同济
国际健康医学旅游中心等20个项目相继
落户，11个优质产业园成为转型升级引领
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的“桥头堡”。

合作演绎开放新趋势，释放共赢活
力。宜春、新余、萍乡三市三股力量“拧
成一股绳”，签署了《第三届赣西经济转
型加快发展区域合作会议共同推进重点
事项备忘录》，敲定了9个共同推进的重
点事项。新余市分宜县、渝水区，宜春市
樟树市、上高县，吉安市新干县、峡江县，
六县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整片区域，跨行
政区转型合作。目前，签约15个合作项
目，一批项目正开工建设，将打造成为全
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和区域合作体
制机制创新的示范区。

深秋时节，走进南昌市西湖区桃源
街道金源大厦的金桃路，一条崭新的沥
青马路映入眼帘，道路两旁是停车位，
即便上班高峰期，这里依然井然有序，
不拥不堵。聊起这条马路的改变，附近
许多居民感触良多。

以前这条路没有名字，坑洼不平，
路面狭窄，两边停车让整个路面只剩下
一条小的通道，遇到高峰期，交通几近
瘫痪，周边居民、企业为此苦不堪言。
位于金源社区的金源大厦很多企业因
此萌生退意，这将不利于楼宇经济的持
续发展。

楼宇经济因占地少、无污染、消耗
低、效益高，发展潜力和空间大。今年
1 至 7 月，桃源街道楼宇企业的税收占
街道财政总收入的 86.17%。如何激活
楼宇经济这盘棋？桃源街道以提高楼
宇企业的幸福度、满意度为宗旨，以增
强楼宇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实
施“点对点服务”，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需什么帮什么”要求，让楼宇经济焕发
全新活力。金源大厦是街道财政税收
的主力军，如何有效解决楼宇企业提出
的交通拥堵问题，成为摆在街道面前的
一件大事。为此，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
多次到现场了解情况，寻求解决之道。
他们一方面向上级反映，经区政府主要
领导同意并拨款80万元；另一方面，邀
请邮政、通信、学校、交警、居民等相关
利益方代表，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在街
道的不懈努力下，各部门联合协作，将
路面重铺沥青，并改为单行道，从而改
善了周边交通的乱、堵状况。定期开展
环境集中整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
外部氛围。结合自身实际，打造特色楼
宇，提供一系列针对性强的增值服务，
吸引和留住企业。同时，街道还当好

“管家”，实行“楼长制”，建立专门的楼
宇服务队伍，实行一楼一牌一册一本一
卡，做好入驻企业的后续服务工作，为
其排忧解难。

搭建平台积蓄能量 合作释放共赢活力

宜春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层次

排忧解难情意浓
彭 静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10 月 8 日，
省发改委发布今年我省第二批传统基
础 设 施 领 域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示范项目推介名单，萍乡市奥体
中心等 15个PPP项目计划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总投资达204.67亿元。

据了解，我省大力推广运用 PPP
模式，围绕出台政策措施、建立联动机
制、加强项目储备、发布推介项目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推动 PPP 项目
落地取得了积极成效。此次发布的 15

个 PPP 示范项目，前期工作比较成熟、
投资规模适中，适合社会资本对接。
从投资规模看，除九江市中心城区水
环境综合治理一期项目和于都县贡江
新区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工程项目投资
分别为 76.99 亿元和 20.33 亿元外，其
余项目投资额都在 20 亿元以内。此
外，经营性项目占比较高，其中有 13
个项目具备经营性或部分经营性，有
利于社会资本方发挥运营和管理方面
优势。

我省再推15个PPP示范项目
总投资204.67亿元

本报乐安讯（记者赵巧 通讯员曾
文才）鳌河被誉为乐安的“母亲河”。为
进一步改善“母亲河”的水质和生态环
境，日前，乐安县在 2014 年投入 2 亿元
实施鳌河综合治理的基础上，再次投入
4000万元，启动鳌河水环境综合治理。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环境综合治理

工程将治理重点放在水域生态环境的
综合治理上，以“水清”“岸绿”为主题，
实施湿地公园水环境改善、生态河道建
设、沿河排污口综合治理、水下森林构
建和清淤等五大工程。此外，组建水域
生态综合执法大队，严厉查处和打击破
坏水域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乐安投入4000万改善鳌河水域生态

本报九江讯（记者燕平 通讯员邹平飞）今年以来，九
江市濂溪区严格按照“拆、改、清、洁、绿、新”六字要求，积极
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及长江岸线、交通干线、景区沿线“三线”
环境提升，有效扮靓了城乡容颜。

该区结合实际，周密部署，按照“属地政府负责、行业
归口调度、办公室综合协调”的工作运行机制，对全区城乡
及长江岸线、交通干线、景区沿线“三线”的违法搭建建筑
物、出店经营、工地扬尘等进行重点整治，共同打造城乡优
美环境。

为统筹推进整治工作，该区出台相关实施方案，成立
了违法建筑拆除、道路环境整治等 4个工作行动小组。各
乡镇、街道按照属地负责原则，制订整治计划，形成任务清
单，分解目标任务，明确整改进度，有力推进了整治工作。
积极打造城市交通节点绿地景观工程，建设可供市民游
玩、健身、休憩的公园绿地。

本报新余讯（记者曹耘 通讯员严小平）近日，新余市
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处虎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
热闹非凡，一群文艺爱好者正在该市“红色文艺轻骑兵”小
分队——市老年艺术团小分队的舞蹈老师章小红指导下，排
练舞蹈节目。像章小红一样，该市来自“红色文艺轻骑兵”小
分队并与村镇社区结对帮扶的文艺指导老师有130多人。

今年以来，为更好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新余市充分
发挥 100 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的带动和引领作
用，通过组织集体编创、录制教学视频、集中培训辅导、结对
帮扶指导等形式，迅速激发基层群众文化活力，快速打通基
层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去年以来，该市“红色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已演出1700多场，惠及群众17万人次。

濂溪环境整治扮靓城乡容颜

新余“红色文艺轻骑兵”在行动

10月11日，宜黄县凤冈第一小学，学生正在科技课上调控智能机器人。当地
在中小学校推行“第二课堂”，开设科技、主持、种植、戏曲等特色课程，培养孩子们
的兴趣爱好和动手能力。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第二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