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干部们 该带头戒烟了！

数据显示， 心脑血管疾病目

前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

大约每 10秒钟就有 1人死于心脑

血管疾病。 健康中国行动指出，学

习掌握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初期正

确的自救措施及紧急就医指导，

有助于降低致死率和致残率。

目前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约 380万， 死亡人数约 229 万，发

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密切关注癌症危险信号”“普遍

开展癌症机会性筛查”……此次健

康中国行动针对癌症预防、早期筛

查及早诊早治、规范化治疗、康复

和膳食指导等方面给出有关建议。

随着我国居民疾病谱的不断

变化， 健康中国行动明确表示将

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 糖尿病四类重大慢

性病实施防治行动， 围绕重大疾

病防治工作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

干预，并为公众从自我健康管理、

膳食、 运动等生活方式方面给出

指导建议。 据新华社

解读《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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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行动》关于控烟行动的表述

一双球鞋卖万元

线上线下花式“抢”

官方 App 登记摇号、 实体店排队抽

签、海外代购……一股“潮鞋风” 不知从

何而起， 迅速占领年轻消费群体的 “心

扉” ，有的明星联名款球鞋售价甚至已达

一万元。 一些单品被年轻消费者追捧，线

上线下各种花式抢购， 由此衍生出全新

的产业链条。

国际知名公司打造、 款式设计独特

以及与巨星或品牌联名， 种种因素吸引

不少年轻消费者为心爱的潮鞋买单，一

些限量版、联名版产品由此成为爆款。

由此也催生了一个新的行当。一些提

供热门球鞋真伪鉴别服务的电商应运而

生， 其线上价格往往高出发售价格 2到 3

倍，稀少的联名款售价甚至可达万元。

某电商 App 的数据显示，2018 年，

潮鞋消费量的前五名均为海外品牌。 在

打造包括鞋、服装等在内的时尚、潮流品

牌方面，海外品牌有一些经验。

“饥饿营销”制造稀缺感。 物以稀为

贵。 嗅到商机的海外品牌商，通过控制商

品发售量制造稀缺感。 今年海外上市的

一款联名限量版球鞋，全球仅售几万双。

线下深度布局，提供沉浸式体验。 海

外品牌商重视线下场景呈现， 打造分众

化的消费门店，提供展示、沉浸、把玩的

空间， 迎合青年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和

情感诉求， 同时将新增门店逐渐下沉至

中小型城市。

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消费升级方兴

未艾，时尚潮流行业的市场潜力巨大。 本

土休闲运动品牌厂商要想分享这片 “蓝

海” ，仍有许多要提升的地方。

一些本土领军企业已经开始尝试。例

如，李宁集团踏上国际时装周，借助国际

舞台打开知名度； 安踏体育和 361 度签

约国际知名球星， 推动业务发展和品牌

价值提升。 当然，学习并不意味着一味模

仿。 专家认为应“强调文化原产地优势，

加强品牌辨识度。 ”李光斗说，潮流时尚

品牌的发展，要努力引导、培育和发展新

的文化热点， 充分利用中国元素和文化

IP，提高品牌附加值。 据新华社

联名爆款引追捧

有渠道价格炒高 2 到 3 倍

海外品牌有方法

全场景营销发力

时尚潮流业潜力巨大

本土品牌供给侧需跟上

■热点关注

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

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家层

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为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规划新的“施工图” 。 这一中长期行动聚焦当前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

素，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将开展 15 个重大专项行动，努

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

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

吸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健

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

出： 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

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

知》要求起模范带头作用，公务活

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

医务人员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吸烟，

并劝导、帮助患者戒烟；教师不得当

着学生的面吸烟。

《健康中国行动》中提到，将研

究推进采取税收、 价格调节等综合

手段，提高控烟成效，并且明确该部

分由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

局、烟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北京市

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表示， 价格和

税收的杠杆， 是国际上通行的成功

经验。 调整价格对于高收入人群来

讲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对低收

入人群的影响特别大， 因为他们的

购买力较低， 这对控制青少年吸烟

很有效果。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于

24.5%和 2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

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3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 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

成无烟机关， 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室内公共场所、 室内工作场所和

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 将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

商家、发布烟草广告的企业和商家，

纳入社会诚信体系“黑名单” ，依法

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提倡个人戒烟越早越好， 什么

时候都不晚；创建无烟家庭，保护家

人免受二手烟危害；领导干部、医生

和教师发挥引领作用；鼓励企业、单

位出台室内全面无烟政策， 为员工

营造无烟工作环境， 为吸烟员工戒

烟提供必要的帮助。 据澎湃新闻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

从前端入手，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

从影响健康因素的前端入

手，是健康中国行动的一大亮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专家指

出， 健康中国行动文件通篇从前

端入手， 从主要的健康影响因素

入手，通过健康促进手段，实现健

康水平的提升。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2014 年

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 我国城

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

为 33.9%，缺乏锻炼成为多种慢性

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健康中国行

动文件提出，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 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预期

分别不少于 90.86%和 92.17%。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健康中

国行动倡议， 鼓励每周进行 3 次

以上、每次 30 分钟以上中等强度

运动， 或者累计 150 分钟中等强

度或 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 日

常生活中要尽量多动， 达到每天

6000～10000步的身体活动量。

如何确保拥有积极健康的精

神状态， 也是当今社会关注的话

题。 健康中国行动提出目标，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预期提升到 20%和 30%；

焦虑障碍患病率、 抑郁症患病率

上升趋势减缓。

健康中国行动提出， 政府部

门应重视并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和

心理援助工作。 卫生健康、政法、

民政等单位建立和完善心理健康

教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评估、

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

等衔接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

理援助服务模式。

对四类重点人群实行“网格式” 防护

“小眼镜” 预估超过 1 亿人，

中、小学生近视率高达 71.6%、36%

……此次健康中国行动， 将中小

学生作为重点人群之一， 动员家

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共同守护其

身心健康，形成“网格式” 防护。

文件提出， 要引导学生从小养成

健康生活习惯，锻炼健康体魄，预

防近视、肥胖等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指出，特别针对妇女婴幼儿、中小

学生、劳动者、老年人四类重点人

群开展专项行动， 对这些人群面

对的特殊问题作出积极回应，进

行全方位的干预。

在重点人群健康状况得到显

著改善的目标下， 一个个到 2022

年和 2030年的中长期目标表明了

决心，显示出信心：

———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

7.5‰及以下和 5‰及以下，孕产妇

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18/10 万及以

下和 12/10万及以下；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达标优良率分别达到 50%及以上

和 60%及以上，全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 0.5 个百

分点以上，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

———接尘工龄不足 5 年的劳

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例数占年度

报告总例数的比例实现明显下

降，并持续下降；

———65 岁至 74 岁老年人失

能发生率有所下降，65 岁及以上

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

决战“健康杀手” ，防控重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