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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伍一朗 记者 黄睿超）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商务局获悉，今年1—6月，
南 安 市 批 零 住 餐 销 售 额 797.6 亿 元 ，比 增
41.3%，比泉州市平均水平高11.7个百分点，位
居泉州第 2。其中，限上销售额 371.3亿元，同
比增长 59.5%，比泉州平均水平高 28.6个百分
点，位居泉州第1。

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7.9亿元，
同比增长 21%，比泉州平均水平高 2.3个百分
点，位居泉州第 6。其中限上零售额 94.11 亿
元，同比增长 28.3%，比泉州市平均水平高 4.8
个百分点，位居泉州第8。

本报讯（记者 庄晓丽） 16日，南安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梅山召开。市
领导曾惠阳参加活动。

当天，曾惠阳一行实地参观了埔仔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灯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梅山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展厅、芙蓉李氏家风家训
馆等，并召开现场推进会。

据悉，自 2020年柳城街道、梅山镇被列为
泉州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试点以来，
南安市以试点建设实施方案为总要求，坚持
守正创新，全力打造“南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积极搭建理论宣讲、社会宣传、教育服
务等 7个平台，大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700余场次，受益群众 40余万人次。

会上，曾惠阳表示，南安市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全市各级各部门、
社会各界合力推动的成果，凝聚了宣传思想战
线上广大干部的心血和汗水。但也存在思路想
法多、变成案例少，零星做法多、系统做法少等
短板。

会议强调，新时代文明实践是一个系统工
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健全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志愿服务
力量，探索出一些可行性强、易于推广、群众认
可度高的实践项目，把文明实践做深做细做
实。要有创新、有突破，南安市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正逐步铺开，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更应在
改革创新上作出示范，打造可借鉴的南安样
板。要坚持示范带动，全面铺开，确保在今年
10月之前实现全市文明实践所（站）建设、挂
牌、活动全覆盖。

南安召开现场推进会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洪丽燕） 16 日，
南安市市长张桂森带队调研国家园
林城市创建和城乡品质提升项目建
设情况。市领导黄育奇、王端峰等参
加调研。

张 桂 森 一 行 先 后 前 往 武 荣 大
桥、新城大道、府前大道、成功街、智
慧停车指挥中心、圣元环保和世纪

豪庭等地，查看项目建设、道路绿化
设计及施工、精品街道提升、口袋公
园布建等工作进展情况，详细了解
垃圾处理厂提级改造和智慧停车运
行情况。

张桂森指出，当前城市发展的逻
辑已经从“产城人”变成了“城人产”，
要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契机，着力

提升城乡品质，打造体感舒适的“26℃
之城”。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提高
认识，对照任务节点认真抓好征迁、
报批等前期工作，交叉推进项目建
设，抓实创建工作；要注重细节，合理
布置“城市家具”，针灸式实施园林绿
化景观提升工程，特别是小区周边、
道路边分带等，加强绿化区域的连贯

性、整体性；要强化“智慧南安”建设，
抓好智慧停车、餐厨垃圾处理、沿街
店招规范等事项，进一步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要始终紧绷
安全生产这根弦，做好各项安全防护
措施，坚决防范建设施工、道路交通、
沼气使用等各项安全事故，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苏明明 通讯员 黄丽农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文体旅局获
悉，南安市 2021年国民体质健康测试
数据分析报告出炉。此次国民体质健
康测试中，共有 600名市民参与测试，
其中，555人评分为合格及合格以上，
占总人数92.5%，合格率92.5%。

600名市民参与体检监测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
出，要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完善体质健
康监测体系，开发应用国民体质健康
监测大数据，开展运动风险评估。日
前，南安市积极响应，连续 5天依次走
进社区、商场、行政服务中心、校园、企
业，在全市进行国民体质健康抽样调
查，测试对象涵盖了普通市民、行政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学生以及工厂员工。

此次测试的主要内容有身体形
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
测试项目为：身高、体重、肺活量、台阶
指数、握力、反应时、俯卧撑、仰卧起
坐、坐位体前屈、闭眼单脚站立、纵跳
共 11 项。此次共采集 600 条样本数

据，其中，人体成分分析 531条样本数
据，亚健康测试523条数据。

参与测试的 600人中，有男性 280
人，女性320人；年龄在20岁至39岁之
间的有437人，在40岁至59岁之间的有
135人，在59岁至59岁之间的有28人。

为使监测数据分析更科学、更准确
地反映南安市民的体质健康状况，南安
市文体旅局委托泉州师范学院体育学
院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为今后制订南
安市健康管理计划、疾病预防策略和康
复训练方案打下必要的基础。

超重和肥胖占35%

报告显示，评分为合格及合格以
上的人数为 555，占总人数 92.5%，合
格率92.5%，说明南安市市民运动素质
很不错。

在身高体重结合人体成分测试
中，超重和肥胖人群为 186人，占比为
35%，体重过轻人数为 34 人，占比
6.4% ，体 重 适 当 人 数 311 人 ，占 比
58.6%，说明市民肥胖问题还是比较严
重，需要加强体重健康管理。

超重和肥胖的市民大部分是因为

缺少锻炼、锻炼方式不科学或者饮食
不规范导致的。体重正常的市民要保
持一定的运动量；体重超重的应进行
以减脂为核心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
时间应达到半小时以上，同时要控制
自己的饮食，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
惯；体重过轻的要适当增加体重，达到
正常体重的标准。

在身体机能方面，在肺活量和台
阶测试中，成绩差的占比也比较高，需
要引起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
和科学的运动方式，选择运动项目要
与身体状况相适应。如要增加呼吸系
统的工作能力，可以选择游泳项目，能
有效增加肺活量，增加心肺耐力。

南安市民运动项目相对单一

报告还提醒市民，在身体素质方
面，要增加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
韧、协调方面的锻炼，增强机能能力，
增进身体素质。

此次测试结果中，握力的评分为
差和稍差的人群占比为61.3%，需要引
起注意，大部分市民参与的运动方式
为跑步，很多人忽视了力量练习。在

闭眼单脚站立测试中，评分为差和稍
差的人群占比为39.8%，闭眼单脚站立
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平衡能力，平衡能
力也能更好地支持大家科学运动，减
少运动损伤，平衡感差的人运动风险
相对高。在坐位体前屈测试中，评分
为差和稍差的人群占比为50.5%，说明
大家锻炼过程中也没有重视柔韧性的
练习，柔韧性差的也容易在运动中造
成损伤。

通过对市民运动习惯的了解和这
次测试结果相结合，发现市民运动项
目相对单一，以跑步、快走、广场舞为
主，没有注重力量练习和柔韧性，平衡
性相关的练习，造成运动能力的短
板。市民已经有了运动的习惯，但是
运动频率和运动强度没有科学性，从
而影响了运动锻炼的效果，下一步，南
安市文体旅局将结合实际情况，多做
关于运动处方的科普，提高市民科学
运动的积极性。

此次测试已经为每位参与的市
民提供了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接下
来，南安市还将结合测试结果，积极
进行科学运动科普，引导市民参与运
动，科学健身。

本报讯 （记者 陈亮亮 黄奕群
通讯员 陈雅琴 庄铭 文/图） 17日—
18日，上海医疗专家团再赴南安开展
系列帮扶活动。其间，上海医疗专家
团通过举行大型义诊、“两个创新”模
式经验交流会、九日山医学论坛等活
动，助力南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昌胜，泉州市副市长吕刚，福建省引
进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赵永莉，上海医
疗专家团代表，南安市领导林荣忠、张
桂森、王连赞、陈倩、薛建明等参加相
关活动。

在南安市医疗帮扶“两个创新”模
式经验交流会暨新重点医疗学科带头
人聘任仪式上，现场播放了南安市重
点医疗学科共建专题片，展示学科共
建以来取得的成果；妇产科学科共建
双方代表分别作共建帮扶经验交流。
据悉，南安市于今年 3月在全国首创

“学科带头人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
专家组团式帮带”两个模式，目前，首
批骨科、神经外科、妇产科等三个重点
医疗学科累计接待门诊 1029人，帮带
133人次骨干医生，举办 57场次医学
讲座，开展203台高质量手术带教。其
中，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三叉神经微血
管减压术、腹腔镜下的宫颈癌手术等
18台手术为南安首例。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南安市与上
海大学启动新共建重点医疗学科——
消化内科，聘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消化内科徐灿为学科带头人。
据介绍，重点医疗学科共建期为 3年，

共建期间，上海大学将组建消化内科
医疗专家组入驻南安市医院，进行整
体学科发展规划、科研指导提升、临床
技术带教、人才梯队培养等学科发展
帮扶活动。

活动期间，上海医疗专家团在南
安市中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来自
消化内科、骨科、神经外科、妇产科、普
外科、泌尿外科等学科的8名国内知名
医疗专家现场坐诊，共为200多名患者

提供了义诊服务。此外，活动还举行
了第四届九日山医学论坛，上海专家
分别就骨科、神经外科、消化内科、妇
产科等领域做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学
术研讨；本次论坛还增设妇产科分论
坛，上海医疗专家作妇科手术相关损
伤应对策略等主题报告。同时，上海
医疗专家还联合市卫健局、市融媒体
中心开设《九日山（南安）健康大讲
堂》，录制健康教育科普栏目，将临床

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传
播健康理念，打造特色基层健康教育。

据了解，3年来，南安市积极与上
海大学开展紧密型、常态化校地战略合
作，引入上海大学的高质量医疗卫生人
才和医疗服务，双方通过人才培养、重
点专科技术指导，共同培养一批学术带
头人，提升南安市、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的等级标准，填补了相关技术的空白，
进一步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黄睿超 通讯员 郑晓星）
日前，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科技局联合下发

《关于下达2021年度省级科技创新券补助专项
资金的通知》，其中，南安46家企业共获得补助
资金213.4万元，获补助企业数量和补助金额均
位居泉州市第一位。

据了解，省科技创新券是省科技厅、财政
厅为激发创新创造创业活力，根据省政府相关
文件精神制定的补助政策。在南安市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且根据《科技型中
小企业评价办法》在 2020年或至申请截止日
（2021年 5月 10日）取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登记编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均可申请该补
助。本次科技创新券，将用于支持企业在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在研
发过程中向境内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企事业
单位购买科技创新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包括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大数据技术服
务，产品检验检测等。

省科技创新券补助专项金下达

南安46家企业获补助

今年上半年

南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近408亿“两个创新”模式经验交流、新学科共建、大型义诊

上海大学医疗专家团再赴南安开展共建活动

注重细节 打造体感舒适的“26℃之城”
南安市领导调研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和城乡品质提升项目建设情况

600人接受测试 555人评分合格及合格以上
南安市2021年国民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分析报告出炉

上海医疗专家团在南安市中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