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7677175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邮发代号 61-604 编委办86510190 要闻部86510224 城市新闻部86753511 经济新闻部86789546 文体新闻部86616764 新闻中心86789342 今日12版

今日市区 小雨 23~28℃ 北风 1~3级
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8794期 总编辑 李少军 值班编委 尹向东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农历己亥年六月十四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引导居民学习掌握心肺复苏等自救
互救知识技能。全面落实35岁以上
人群首诊测血压制度。

●癌症防治行动

有序扩大癌症筛查范围。提升中西部
地区及基层癌症诊疗能力。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

探索高危人群首诊测量肺功能、40
岁及以上人群体检检测肺功能。

●糖尿病防治行动

加强对糖尿病患者和高危人群的健
康管理，促进基层糖尿病及并发症筛
查标准化和诊疗规范化。

●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

引导居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倡导高
危人群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
疫苗。

●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健全出生缺陷防治体系。完
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制度

●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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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和政
府监管责任，完善职业病防
治法规标准体系。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探
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面向家庭和个人普及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紧急救
援、及时就医、合理用药等维护健康的知识与技能。

●合理膳食行动

鼓励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研究完善盐、油、
糖包装标准。

●全民健身行动

努力打造百姓身边健身组织和“15分钟健身圈”。推
进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控烟行动

鼓励领导干部、医务人员和教师发挥控烟引领作
用。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加强心理健康人才培养。

●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向公众、家庭、单位（企业）普及环境与健康相关的
防护和应对知识。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 关注重点人群 加强重大疾病防控

我国出台健康中国行动有关文件

15个专项行动努力使群众少生病

在闭幕式上，成都作为下一届世界大
运会举办城市，呈现了一场约15分钟的“成
都时间”大型展演活动。据“成都时间”执行
总导演熊继文介绍，本次演出从4月份就进
入创作，在期间不断进行文化元素的搜集，
采用多元化的表现方式，包括武术、川剧、
熊猫等等，都是为了展示成都文化，中国文
化，展示属于成都人独有的精神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师生带来的“中华武韵”武术表演。据了解，
临近前往那不勒斯，这个节目才正式确定，
为的是展现更多的中国元素。据成都体育
学院武术学院教师张浩介绍，他们正式排
练不到10天时间，但因为参演人员全部都
是全国武术冠军，实力强劲。而且为了能够
更好地完成表演，从接到任务开始，团队就
开始了艰苦的排练，“每天排练时间至少在
三个小时以上，直到今天下午最后一次彩

排前，我们都在练习配合和走位。”
张浩向记者介绍了他们此次表演的

太极拳和峨眉火龙拳的内涵：“青城山和
峨眉山是中国名山，青城山是道教发祥地
之一，而峨眉武术也很有名气，我们将太
极拳、峨眉火龙拳融合在一起，动静结合，
快慢相结合，体现成都地域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和谐包容的城市精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叶燕

闭幕式的开场环节颇有感染力，
一段小提琴独奏充分展示了那不勒斯
这座意大利古城的文化内涵。一番颇
有意大利特色的表演之后，所有参赛
国家的国旗由旗手携带依次进场，运
动员们载歌载舞地涌进场内。国际大
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奥列格·马迪钦
发表讲话后，大体联会旗徐徐降下，正
式被移交给成都市市长罗强，现场响
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一直回荡到体
育场上空。

在随后的“致敬”环节中，那不勒
斯向所有参赛国家和地区、第30届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中经典的时刻致敬，
向成就第30届那不勒斯大运会的人们
致谢。

主火炬逐渐熄灭，第30届大运会
圣火升上天空、照亮现场，将那不勒斯
的生机与活力传达到世界其他地方。

“再见那不勒斯”，本届大运会在焰火
中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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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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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拼搏化作永恒的记忆的拼搏化作永恒的记忆。。第第3030届世界大学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在当地时间生夏季运动会在当地时间77月月1414日晚在那日晚在那
不勒斯圣保罗体育场正式落幕不勒斯圣保罗体育场正式落幕，，国际大学国际大学
生体育联合会生体育联合会（（FISUFISU））主席奥列格主席奥列格··马迪钦马迪钦
将会旗移交给下届大运会主办城市代表将会旗移交给下届大运会主办城市代表
———成都市市长罗强—成都市市长罗强。。自此自此，，世界大运会正世界大运会正
式进入式进入““成都时间成都时间”，”，成都将张开热情的双成都将张开热情的双
臂臂，，拥抱来自全世界各国拥抱来自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朋友各地区的朋友
们们。。成都来了成都来了！！这座美丽的城市这座美丽的城市，，诚邀世界诚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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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那不勒斯！
你好，成都！

健康
中国

成都，
接旗

主创团队讲述背后故事
武术表演临时上马 排练时间不到10天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面对新挑战，近14亿人的健
康之路如何走得更稳？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
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国家层面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这三个文件被统称为健康中国行动有
关文件，提出将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促进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

《意见》提出，到2022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
立，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
广，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重点传染病、
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职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
亡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到2030
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
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
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
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最后一个章节，成都2021年大运会
文化交流大使、流行偶像、著名音乐人
李宇春演唱的《蜀绣》和成都2021年大
运会形象大使、世界体操冠军冯喆演唱
的《成都》两首代表成都的流行歌曲串
联，一古风一现代，展示成都传统与现
代交相辉映的城市特质，诚邀世界青年
2021年成都追梦。

歌声中，所有演员登场谢幕，与台
下200余名参加闭幕式的中国运动员代
表一道，在大合唱的现场氛围中，向世
界献上成都最热情的邀请。

再见，那不勒斯！你好，成都！在第
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中国大
学生体育代表团以22金13银8铜的成绩
位居金牌榜第三，日本（33金21银28铜）
和俄罗斯（22金24银36铜）分列第一和
第二。两年之后，全世界的大学生运动
员代表就将齐聚成都，再一次展示他们
青春靓丽的风采。

成都日报记者 黄一可

闭幕式上，成都作为下一届世界大运会
举办城市，精彩呈现了一场约15分钟的“成
都时间”大型展演活动，标志着世界大运会
正式进入“成都时间”。100余名演职人员为
观众呈现了由三个板块组成的表演章节。

在“成都来了”的表演章节中，成都2021年
大运会文化交流大使、著名歌唱家廖昌永和意
大利歌唱家Cecilia Molinari共同演绎意大利
民歌《我的太阳》选段作为开场，迅速拉近与本
地观众的距离，以国际化的音乐符号，在现场
共鸣中，引出天府文化的代表符号“金沙太阳
神鸟”舞蹈，向全球观众昭示：成都来了。

在“热情邀请”的第二章节中，四川民歌
《太阳出来喜洋洋》作为引子章节的呼应，以中
意歌唱太阳的民歌，延续两国文化的交流，以
欢快节奏的基调，配合欢快年轻化的熊猫舞表
演元素，以“青春中国、青春成都”的姿态，向世
界发出邀请。随后成都体育学院武术学院的

“中华武韵”武术表演、成都艺校的戏曲舞蹈
《英姿》，并叠加融合川剧绝技“变脸”，更是向
全世界充分展现了成都的本土文化元素。

会旗交接，进入成都时间！ 李宇春冯喆“古今结合”“太阳”为证，成都来了

熊猫舞表演

川剧表演

在接旗仪式后的“成都时间”里，三位成都籍文化体育名人：廖昌永、李宇春、冯喆登台

成都日报那不勒斯电（记者 常斐 杨永赤
黄一可 吴喆）世界大运会是世界大学生竞技舞
台，是规模仅次于奥运会的世界综合性运动会。
意大利当地时间14日晚，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闭幕式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圣保罗体育场
隆重举行。成都接力那不勒斯，世界大运会正式
进入了“成都时间”。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
奥列格·马迪钦，市委副书记、市长、第31届世界
大运会成都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罗强出席并接
旗。

晚9点，容纳4万余人的圣保罗体育场灯光璀
璨、歌声飞扬，优美的旋律激荡起欢腾的庆典热
潮。来自各国各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和来宾在
欢乐的气氛中，共同庆祝第30届世界大运会取得
圆满成功。

晚10时许，闭幕式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会旗交接仪式。伴随着国际大体联会歌《让
我们欢乐吧》，国际大体联会旗缓缓降下，从那不
勒斯市市长手中接过会旗后，奥列格·马迪钦将
会旗交给下一届大运会主办城市——中国成都，
罗强高举会旗向观众挥动，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罗强在致辞中代表成都市人民政府向那不勒
斯大运会组委会、国际大体联、各代表团大学生运
动员、教练员以及所有裁判员、工作者、志愿者表
示由衷敬意和热烈祝贺。他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
的夜晚，接过国际大体联会旗，世界大运会正式进
入了“成都时间”。2021年8月，举世瞩目的大运圣
火将抵达中国成都。我们将全力以赴，为全世界呈
现一届精彩、圆满，充分展现国际标准、中国风格、
巴蜀韵味的国际体育盛会。成都1600万市民，将盛
情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朋友们。2021
年，让我们相约中国，相约成都。

作为闭幕式压轴好戏，一场约15分钟的“成
都时间”大型展演活动精彩呈现。活动以“青春追
梦——新时代 新成都 新大运”为主题，将城市
历史文化、现代科技文明、运动青春美学巧妙融
为一体，唯美大气、创意十足、美轮美奂，充分展
示了中国形象、巴蜀韵味和成都魅力。

在那不勒斯期间，罗强还出席了第30届世界
大运会“成都之夜”招待酒会，并看望慰问100余
名“成都时间”演职人员，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著名歌唱家廖昌永，著名音乐人李宇春颁发成都
2021年大运会文化交流大使证书。

中国大体协主席郝平，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教
育处参赞罗平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成都接过国际大体联会旗
世界大运会正式进入“成都时间”
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
奥列格·马迪钦罗强出席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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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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