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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之窗卫健之窗

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6.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
27.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28.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

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
29.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
30.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

格碘盐。
31.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
32.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

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33.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 6～10 千步当量的

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
34.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
35.“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

烟带来的危害。
36.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

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戒烟服务。
37.少饮酒，不酗酒。
38.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

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39.拒绝毒品。
40.劳逸结合，每天保证7～8小时睡眠。
41.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

当主动寻求帮助。
42.勤洗手、常洗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不

共用毛巾和洗漱用品。
43.根据天气变化和空气质量，适时开窗通

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44.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吐痰，咳嗽、打喷嚏时

遮掩口鼻。
45.农村使用卫生厕所，管理好人畜粪便。
46.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

待诊疗结果。
47.合理用药，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
48.戴头盔、系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不疲

劳驾驶，减少道路交通伤害。
49.加强看护和教育，避免儿童接近危险水

域，预防溺水。
50.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谨防煤气中毒。
51.主动接受婚前和孕前保健，孕期应当至少

接受5次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
52.孩子出生后应当尽早开始母乳喂养，满6

个月时合理添加辅食。
53.通过亲子交流、玩耍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发现心理行为发育问题要尽早干预。
54.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培养

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
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未完待续）

中 国 公 民 健 康 素 养
——基本知识与技能

闽清县卫健局
闽清县计生协会（宣）

序号

1

2

3

4

停电日期

4/29

4/30

5/5

5/5

计划停电
时间

7:00-17:00

7:00-15:00

8:00-18:00

8:00-18:00

停电原因

市政

配改

配改

消缺

消缺

配改

大修

大修

停电范围

过洋村3#、过洋村5#、朱山村1#、
朱山村2#、朱山村4#、湖洋村1#、
湖洋村2#箱变、绿丰农业、聚隆农
业合作社、溪芝村1#、溪芝村2#、
溪芝村 3#、溪芝村 4#、青由大桥
箱变、长山大桥箱变、芝江水电站、
义由村 1#、山限村 1#、安仁溪坝
区、长桥电站

长汀电站

无

无

本报讯 4月12日-14日，2019年福州市少儿篮球锦标
赛暨中小学生篮球联赛（小学组）比赛在福清举行，此次比赛
是由福州市体育局、福州市教育局共同主办，比赛共分小学
男、女两个组别，来自全市13支男、女子篮球代表队参加比
赛。比赛期间，各代表队顽强拼搏，经过激烈角逐，闽清县少
体校荣获女子组冠军。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我县喜获市中小学生
篮球赛冠军

本报讯 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积
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开展“春季大会战”决
策部署，加快推进“网上办理”政务服务，
提高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2019年我县已完成电子证照历史存
量数据转换、电子证照实时生成和电子证
照感知调用工作。部门的电子证照基本
实现100%感知调用。截止2019年4月10

日，县增量存量数据已入库26家单位180
类证照，合计超过 21 万份数据。截止
2019 年 04 月 12 日中心共调阅电子证照
397 份，应用率 44.41%，市内排名第 5，截
止2019年04月15日省网申报件数为404
件，网上申报率42.84%，市内排名第1。

（县行政服务中心）

我县省网上办事大厅申报率居全市第1名

本报讯 水，是最基础也是人
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如何为
群众提供最便捷、洁净的水资源，
是反映城市质量和生活品质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期，池园镇在“水”
方面做足了文章，为群众解决民生
大问题。

据悉，池园镇原来有两个自来
水厂，店前自来水厂及镇自来水
厂。店前自来水厂主要供应东前、
店前片区的群众用水，镇自来水厂
供应其他行政村的群众用水。但
是因店前自来水厂水样检测不合
格，今年，为尽快解决好东前、店前
片区的用水安全问题，池园镇决定
开展镇区供水一体化建设，将镇自
来水厂供水主管道埋设至店前村，
让沿线2个村的村民喝上安全达标
的自来水。

池园镇镇区供水一体化建设
从今年1月份开始，总投资1000万元，目前镇自来
水厂已经建设完成2座蓄水池共2000立方，一个
清水池500立方，作为干旱或枯水季节应急日调
节备用水源。镇区输水管道铺设3499米已基本

完成。沿途安装 3 个消防栓（东前、养老院、店
前），主管道安装至东前和店前村部。“今年2月底
东前、店前片区供水管道已经铺设完成，并完成验
收，3月份已经正常供水了，惠及东前、店前片区

4000多人。”池园镇水利工作站
工程师陈振凌介绍到。

“终于喝上放心水了，感谢
县委县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来
自东前村的李大伯开心的说
到。“以前我们的自来水很浑
浊，时不时还有异味，都不敢
喝，现在终于敢放心的用水了，
你们是真正为民办实事呀！”来
自店前村的陈依姆竖起大拇指
说到。

据了解，池园镇自来水厂
现规模日供水能力 3500 吨，供
水范围覆盖13个行政村和一个
居委会，8个中小学，7个幼儿园
和 50 多家企事业单位，受益人
口 21300 人。池园镇自来水厂
为加强水质检测，还另外购置
一套检测设备，不定期展开水
质检测，保障群众的生活用水。

“接下来，我们将对池园镇其他早期腐蚀或小
管径的配水管道进行重新更换，确保镇区群众的
用水安全。”陈振凌说到。

（记者 苏雪容）

池园镇做足“水”文章解决大民生

本报讯 华灯初上，晚风习习，闽清县溪滨休闲步道上游人
如织，潺潺梅溪水在晚风和路灯的映衬下格外恬静，让人浮躁的
心慢慢平静下来。漫步步道的同时还能欣赏对面梅溪安全生态
水系建设的成果，河畅、水清，岸绿，生态美，让人心旷神怡……

据了解，我县梅溪安全生态（城关段）水系建设项目起点位于
潭口水电站拦河坝，终点位于溪口大桥，总长约10公里。主要以
生态修复为主，河道护岸按防冲不防淹要求设计、河道清淤等，总
投资约 5000 多万元。该项目从去年 8 月动工建设。工期 10 个
月。目前已完成93%，按序时进度完成。

据悉，该项目沿线10.2公里一共建设17个护岸，目前有16个
护岸挡土墙已全部完成，8 个护岸全部完成，6 个护岸主体完成
（抛石护脚和护坡绿化尚未完成），3个护岸挡墙已完成（墙背回
填、抛石护脚和护坡绿化尚未完成）。

据统计，截止日前，该项目开挖土石方51680m3，已完成工程
量的100.38%。混凝土挡墙16700m3，已完成工程量的104.48%。
清理河道淤泥 162500m3，已完成工程量的 107.90%。墙背回填
47350m3，已完成工程量的93%。

“下一步加大人员和机械投入，确保4月底主体工程完工，5
月份进行相关收尾工作。”该项目负责人吴良通说到。

（记者 苏雪容）

梅溪安全生态（城关段）水系建设项目见成效

本报讯 近日，县行政服务中心办税
服务厅10号窗口——咨询窗口“移驾”外
厅，正式对外“营业”，实现税企咨询沟通
面对面、肩并肩，打造“客厅式”税务咨询
服务。

新设窗口建立“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问题困难和建议意见台账”，清楚
记录“反映单位（部门）、反映时间、反映渠

道、反映问题、移交时间、上报时间、责任
部门、反馈时间、处理结果、联系方式、首
问责任人”。对前来办税服务厅咨询的纳
税人，窗口人员将纳税人在金三系统的情
况直接向纳税人展示，让解决办法、解决
流程一目了然，彻底实现税企沟通零距
离。 （江贤华）

县税务局打造“客厅式”税务咨询服务

本报讯 4月 17日，记者从电信闽清
分公司了解到，由电信公司联合公安机关
推出的“114便民移车服务”于4月18日开
始试运行啦！

不管你是上班被堵、店门被堵还是车
位被占，只要您有移车需求时，就拨打
114，您只需要提供堵车的车牌号和被堵

地点，后台将以短信及智能语音两种方式
通知车主移车，并以短信方式告知移车申
请人已通知车主到场移车。同时，系统还
将在20分钟后发短信回访移车申请人是
否移车成功。

（记者 许泓彬 电信闽清分公司）

“114便民移车服务”4月18日试运行

本报讯 4月13日，由县总工会、共青
团闽清县委、闽清县妇联主办，我主良缘
福州分公司、福建豪业会务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的“在七叠遇见你”单身青年职工交
友联谊活动在塔庄镇七叠温泉服务中心
举办。来自闽清各机关企事业单的60名
单身青年职工参加了活动。

联谊活动精彩纷呈，在各个互动游戏
环节中，青年朋友们充分展示出各自的才

艺和风采，踊跃表演节目、参与互动游戏，
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
高潮迭起，消除了青年之 间陌生感和拘
束感，整个活动现场始终洋溢着热烈欢快
的青春气息。

主办方通过此次活动搭建沟通平台，
拓宽沟通渠道，满足了单身青年沟通交流
的需求。今后，还将根据单身职工的需
求，再举办类似活动。 （记者 刘晨璐）

我县举办2019年单身青年职工交友活动

本报讯 日前，县委组织部、县直机
关工委、县委文明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县
直机关单位与全县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文
明美丽新社区活动的通知》，就县直机关
文明创建单位与社区共建文明美丽新社
区提出具体意见。《通知》要求116个县直
机关单位（包括文明创建单位）与全县21
个社区，通过“多对一”结对共建的形式，

全力组织动员机关党员干部走进社区，突
出做好志愿服务、慰问帮扶、认领“微心
愿”和环境整治、提升“三率”、纠纷调处等
工作，共同探索建立城市基层党建新机
制，携手共建文明美丽、平安和谐新社区，
推动省级文明县城创建取得新成效。

（陈婵煊）

开展美丽新社区共建活动

本报讯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闽清县总工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庆五一系列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营造崇尚劳动、
聚力发展的浓厚氛围，丰富职工精神文化
生活。一是推选优秀职工师徒参加2019
年福州市千名师徒大会活动，推选具有工
匠精神、技艺精湛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参选

“2019年十大福州工匠年度人物”和“2019
年福州工匠年度人物”。二是在我县具有
代表性的工业制造企业、农业企业、公益
服务业单位举办3场劳动技能竞赛，团结
广大职工，聚力发展。三是组织开展“爱

我闽清 歌颂祖国”征文活动，开展单身青
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举办全县职工拔河
比赛、趣味比赛，组织代表队参加市职工
拔河比赛，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四是
在县电视台、梅城报、新闽清微信公众号
和县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宣传2019年省五
一劳动奖章、市劳动模范、省市工人（五
一）先锋号先进事迹，走访慰问节日期间
坚守工作岗位的劳模和重点建设工程、艰
苦行业一线职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县总工会办公室）

县总工会开展系列活动庆“五一”

本报讯 4月18日，县委县直机关工
委、县委党校联合对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支部书记共154人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培
训。培训班邀请省直机关工委原委员、组
织部长黄汉基、县委党校老师等做专题讲
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旨在进一
步夯实基层基础，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力，促进提高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水平和党的建设质量。

（记者 吴广钟）

举办县直机关支部书记培训班

本报讯 4月11日至12日，省、市侨联来梅考
核验收池园镇侨联等三家省级“侨胞之家”候选单
位及坂东镇侨联等两家全省侨联系统“五好”示范
点候选单位。副县长高理銮陪同考核。

考核组一行首先在全市首个维护侨胞权益巡
回审判点所在的白中镇霞溪村侨联，实地查看了
侨联会所建设、组织机构建设、活动开展情况和群
众反映情况。听取霞溪村侨联“五好”建设情况汇
报。考核组表示，霞溪村侨联硬件条件好，各项工
作开展扎实，对霞溪村侨联的工作总体表示满
意。在黄乃裳故乡坂东，考核组仔细查看了坂东
镇侨联“五好”内页材料，认真检查坂东镇侨联会
所建设情况，对坂东镇侨联编印《坂东镇侨胞捐资

芳名录》、《乃裳故里侨村新貌》宣传活页等特色工
作表示赞赏，希望坂东侨联继续发挥锐意进取、无
私奉献精神，做创新实干的表率。

随后，考核组前往池园镇侨联，与回乡省亲的
池园侨领吴武衷亲切攀谈，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池
园侨联为侨服务工作，观看池园镇侨联《亲情“侨
联会”侨胞“贴心人”》专题视频，查看相关内页材
料，对镇侨联工作给予肯定。池园镇井后村侨联
将当地浓厚的祠堂文化与“侨胞之家”建设相结
合，把侨联建在祠堂里，打造极具特色的祠堂宗亲
侨文化。考核组一行参观了井后村吴氏宗祠，领
略当地独具特色的宗祠文化，随后查看了村侨联
相关内页资料和上墙资料。考核组表示井后村

“侨”的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要求村侨联进一步梳
理相关资料，突出“侨”的元素，规范系统地整理制
作相关材料，打造富有宗亲文化的“侨胞之家”。
白樟镇下炉村侨联以该村侨资企业、侨捐项目、古
民居和美丽乡村建设为依托，打造休闲旅游为特
色的“侨胞之家”。考核组一行与白樟镇党委领
导、侨联负责人开展座谈，就如何发挥下炉村优势
打造特色“侨胞之家”深入讨论。考核组要求下炉
村侨联深挖本村优势，继续夯实侨联建设，密切联
系当地党委政府，打造具有名山、名人、名屋特色
的“侨胞之家”。

（县侨联）

省、市侨联来梅考核验收省级“侨胞之家”等候选单位

本报讯 为深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
反邪识邪的能力，4 月 15 日上午，由闽清
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县委全面依法治
县委员会办公室、县法学会、“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单位联合举办的“4·15”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乃裳广场举
行。

“老奶奶，请您来看看我们的宣传单
页，国家安全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
系！”志愿者耐心地向过往群众解说国家
安全知识。

活动现场展出了国家安全、反恐、“什

么是邪教”、“邪教的主要特征”等宣传展
板20余块，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设置法律咨询台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
国家安全、反邪教、扫黑除恶等领域的知
识。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国家安全知
识宣传页 1000 余份、扫黑除恶宣传手册
5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20 余次，大大提
升了广大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切实增强
了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有效推进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县委政法委）

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