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2035年

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卫生健康体系

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上

人均健康预期寿命逐步提高

根据规划公布的数据

2015年至2020年

人均预期寿命从76.34岁提高到77.93岁
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5.4‰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7.5‰
孕产妇死亡率从20.1/10万降至16.9/10万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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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四五”
国民健康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一批
重大疾病危害得到控制和消除，
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持续改善，医
疗卫生相关支撑能力和健康产业
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国民健康政
策体系进一步健全，人均预期寿
命在2020年基础上继续提高1岁
左右。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卫
生健康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推动发展
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为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

《规划》确定了七项工作任
务。一是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完善监
测预警机制，健全应急响应和处
置机制，提高重大疫情救治能
力。二是全方位干预健康问题和
影响因素。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
防控，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伤
害预防干预，完善心理健康和精
神卫生服务，维护环境健康与食
品药品安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三是全周期保障人群健
康。完善生育和婴幼儿照护服

务，保护妇女和儿童健康，促进老
年人健康，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保
障脱贫地区和残疾人等相关重点
人群健康服务。四是提高医疗卫
生服务质量。优化医疗服务模
式，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加快补齐
服务短板。五是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
康服务中的作用，夯实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基础。六是做优做强健
康产业。推动医药工业创新发
展，促进高端医疗装备和健康用

品制造生产，促进社会办医持续
规范发展，增加商业健康保险供
给，推进健康相关业态融合发
展。七是强化国民健康支撑与保
障。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
化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加快
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促进全民健
康信息联通应用，完善卫生健康
法治体系，加强交流合作。

《规划》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动
员各方参与，做好宣传引导，强化监
测评价，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据新华社兰州5月20日电
（记者梁军 张睿）5月20日是中
国学生营养日。专家表示，我国
将近每 5个中小学生就有 1个

“小胖墩”，营养状况有待改善。
肥胖属于营养不良，是营养摄入
不科学造成的。专家建议，孩子
们处于成长发育关键期，每天荤
素搭配，纠正不良的饮食习惯，
才能吃出健康。

“肥胖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带
来的损害，要比中老年群体更严
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营养科
主任毛杰说，“小胖墩”进入中年
后，很容易出现心力衰竭，肾脏
功能不全等问题。此外，不健康
不合理饮食，除了会造成肥胖，
还会引起贫血、近视、痛风、记忆
力减退、失眠等问题。

毛杰说，青少年正经历着青
春期发育阶段，对能量和营养素
的需求量大，对食物选择的自主
性和独立性更强。青少年更容
易产生冲动性食物消费，只关心
好不好吃，不注重食物是否有营
养，含糖饮料消费逐年上升，全
谷物、深色蔬菜、水果、奶类、鱼
虾类和大豆类摄入普遍不足。

毛杰建议，学生们每日注意
吃好三餐，坚持粗细搭配，荤素
搭配；每天吃够五种蔬菜，天天
吃水果。

他认为，要给孩子营造健康
的家庭食物环境，引导孩子合理
挑选零食，优选新鲜水果、奶类、
坚果，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液
态奶，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少吃
高盐、高糖、高脂肪及烟熏油炸
零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近两成超重肥胖！

青少年不能承受之“重”
6至17岁儿童青少年，仍有近两成超重肥胖——5月20日，又一个学生营养日到来之

际，仍居高不下的青少年肥胖率，让出席2022食育中国高峰论坛的专家学者们忧心忡忡。
专家呼吁，当务之急要切实加强食育教育，加强学校、幼儿园、托育机构的营养健康教

育和膳食指导，引导广大青少年科学均衡饮食、吃动平衡，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制定的“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进一步落到实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数据显示，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率高达19.0%，意味着每五
个儿童青少年中约有一个超重肥
胖，2015年这一比例为18%。

专家表示，近年来，青少年生
长发育过程中，存在“身高跑不过
体重”的现象。2002年至2017年
的15年间，以我国城市16岁男性
为例，其平均身高增长3.9厘米的
同时，体重增长了14.8斤。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指出：“目前我国人均每日
添加糖摄入量约 30g，其中儿
童、青少年摄入量问题值得高度
关注。”

“进入新时代，我国食物种类
和数量得到极大丰富，食物消费
水平显著提升，城乡居民营养健
康状况显著改善，与此同时，老百
姓对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认识
不足、知识不足，吃出来的问题越
来越多。如膳食结构不合理，隐
形饥饿严重，超重肥胖快速增长
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营养
相关慢性病低龄化发展，居民尤
其是学生体质提升任务依然艰
巨。”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主任陈萌山在 2022 食育中国高
峰论坛视频致辞中说。

“中小学生处于成长发育的关
键阶段。”《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指出，“中小学生肥胖、
近视等健康问题突出。”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带来诸
多问题：

——表面上看是营养过剩，其
实是隐性营养不良。

长期从事学生营养研究的北
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朱文丽说，肥胖
本身就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表现形
式。调查表明，多数小胖墩在能量
过剩的同时，依然存在微量营养素
缺乏。

“肥胖表面上看是营养过剩，其
实很容易存在隐性营养不良。”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教授米
杰说，由于体内脂肪太多，肥胖的孩
子很容易缺乏维生素D，从而影响
钙的吸收和骨骼发育、身高发育，还
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等问题。

——慢病风险增加。
研究表明，儿童变身“小糖人”，

多是肥胖惹的祸。“肥胖是高脂血
症、动脉粥样硬化、原发性高血压、2
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等成年期高
发疾病的危险因素。”北京大学儿童
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马军说，有

长期随访研究发现，儿童时期肥胖
者在成年期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体
重正常者的约24倍。

——伤身，更伤心。
超重肥胖将引发社交和心理

问题。马军说，除危及身体健康
外，有研究发现，超重肥胖会降低
儿童青少年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带
来更高的被欺凌风险和低成绩表
现。肥胖儿童还容易给同伴带来
不勤快、身材差、活动不灵活、不爱
运动、反应迟钝和易生病等负面刻
板印象，导致孩子出现不合群、抑
郁等问题。

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2021年 9月，国务
院 印 发《中 国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2021－2030年）》，提出了“儿童
超重、肥胖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
制”的目标。

科学减重，要从调整膳食结构
入手。“油盐肉摄入过多、蔬菜摄入
显著不足，青少年的膳食结构必须
调整。”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营养分
会秘书长贾健斌说。

为“保持健康体重”，《健康中国
行动（2019- 2030 年）》开出“药
方”，倡导中小学生“学会选择食物

和合理搭配食物的生活技能。每天
吃早餐，合理选择零食”“足量饮水，
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自我监测身
高、体重等生长发育指标”“避免高
糖、高盐、高油等食品的摄入”。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年）》提出，要“强化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是儿童健康第一责任人
的理念”。专家呼吁，家长对孩子
最好的爱不是盲目满足其口腹之
欲，而是帮孩子从小建立健康生活
理念，养成良好饮食运动习惯，管
住嘴、迈开腿。

“中国的营养教育还缺乏科学

系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策
略，缺乏政策尤其法规支持，学校、
家庭、社区未建立良好的互动。”朱
文丽认为，政府应积极主导，以法
律形式确保营养教育顺利开展，逐
渐丰富教育内容，发展、完善教育
体系。

“从当前实际看，相对于德智
体美劳，食育更凸显其基础性和紧
迫性。应从提高认知着手，从加强
食育起步，全面推进国民营养健康
素养的提升。”陈萌山说。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
者李斌 王君璐 张漫子 林苗苗）

六部门：

严厉打击骗取留抵退税
违法犯罪行为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王雨萧）国家
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印发通知，明确
把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作为2022年
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工作重点，集中力量开展联
合打击。

通知指出，各地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具体案件
情况，采取联合执法、共同办案等方式组织开展案
件查处工作，联合调查取证，积极推动涉税违法犯
罪及相关犯罪活动的联合检查调查。

通知明确，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打
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与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
刑事司法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机结
合。对于骗取留抵退税犯罪数额巨大、情节恶劣、
危害严重的行为，坚决从严惩治。对于初犯、偶
犯，及时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的实体企业，可
以依法从宽处罚，确保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通知提出，要加强政策宣传，释放严查重处骗
取留抵退税等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加大案件曝
光力度，分类分级开展典型案件曝光，不断强化对
不法分子的警示震慑。

“百名红通人员”
孙锋被遣返回国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5月19日，在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
调下，经江苏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不懈努力，通
过国际执法合作，“百名红通人员”孙锋在境外落
网并被遣返回国。

孙锋，男，1978年8月出生，中国农业银行江
阴要塞支行原行长，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骗取他人
巨额资金，2011年12月外逃。江阴市公安局以
涉嫌合同诈骗罪对其立案侦查。2012年2月，通
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2015年
4月，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

孙锋系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61名归案的
“百名红通人员”。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孙锋
外逃十年后落网，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追逃追
赃的重要战果，再次彰显了我们有逃必追、一追到
底的坚定决心。海外不是法外，外逃没有出路。
我们奉劝境外在逃人员，彻底放弃幻想，主动回国
投案，负隅顽抗者最终将难逃法网。

白鹤滩水电站一景。
5月20日，位于白鹤滩水电站右岸地下厂房

内的9号机组总装工作完成，标志着白鹤滩水电站
机组总装工作全部完成，进入全面投产冲刺阶段。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
家县交界处金沙江干流河段上，是实施“西电东
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白鹤滩水电站机组
总装工作全部完成

国办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左右

健康，从加强“食育”起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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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东阳村小学食堂，学生们在自选午餐菜肴。
从2011年至今，广西持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断加大硬件建设，严把食材准入关口，谋划“营养午餐”的灵活供餐机制，改变了山

村少儿中午带饭、菜品单一、营养不良的状况。 新华社记者 张爱 林摄

我国力争2025年初步建成
智慧共享新型数字社区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高蕾）记者
20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中央政法委等9部
门近日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
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构建起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智慧
社区服务平台，初步打造成智慧共享、和睦共治
的新型数字社区。

智慧社区建设是加强基层治理智能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意见明确，要拓展智慧社区治理场景，
推行“社区输入+网上推送+部门响应”工作模式，
健全即时响应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同时，搭
建社区灾害风险预警模型，发展实时监测、智能预
警、应急管理和疫情防控智能应用，全面提升社区
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智慧社区建设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
些变化？意见提出，要构筑社区数字生活新图
景，创新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就
业、健康、卫生、医疗、救助、养老、助残、托育、未
成年人保护等服务“指尖办”“网上办”“就近
办”。此外，我国还将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探索
建立无人物流配送进社区，推动社区购物消费、
居家生活、公共文化生活、休闲娱乐、交通出行
等各类生活场景数字化。

打造智慧社区，不能让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
“掉线”。意见明确，要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
群体的基本需求和使用习惯，提供适老化和无障
碍服务。医疗、社保、民政、生活缴费等高频服务
事项，应保留线下办理渠道，推广“一站式”服务，
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便捷服务。同时，积极扩展
数字化支撑下的线下服务功能，支持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等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专业
化、特色化、个性化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