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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5岁，上海市民人均期望寿
命和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三
大健康指标连续 10 余年达到世界
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人群健康源
自城市大健康，新修订的《上海市环
境保护条例》10 月 1 日起施行，今
年 1 到 9 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02 天……作为高节奏快速发展的
特大型城市，上海面对老龄化、人流
密集、环境质量、医疗需求增长等挑
战，从政府部门到社区群众，从宏观
政策到服务细节，从生命初始到耄耋
之年，向着建设社会、环境、人群相谐
的健康城市不断努力。

政府主导多部门携手
将健康融入万策

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健康城市的
特大型城市，首个健康促进委员会、
首批健康城市试点城市之一……在
改革开放奋勇争先的上海，健康城市
建设也是打头阵。

让上海更清洁、更文明、更美好，
经历抗击非典考验、总结爱国卫生运

动经验，2003年，上海迎来了健康促
进理念和工作方式的深刻转型，宣布
大力开展建设健康城市活动。各级
政府把建设健康城市行动列入核心
议事日程，从公共财政予以切实保
障，全市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市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县政府为成
员单位。

如今，“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
会参与”的健康促进工作机制已覆盖
上海 45 个委办局，纵深到 17 个区
县、210 个街道和 5500 余居（村）委
会。

围绕解决人群健康危害因素的
总目标，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改变个
人行为方式……上海健康城市三年
行动计划已经进入第五轮。全市“环
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和“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三驾马
车”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维护公共
卫生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空气
质量优良率、工业废弃物利用率、食
品安全监测合格率等一系列指标均
有明显改善。

提升群众健康素养
我的健康我做主

“小组成立近10年，成员从18人
增加到53人，大家做经络拍打操、参加
健康知识竞赛、交流控制疾病经验。”
长宁区新泾镇绿一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组长陈本大说。上海借鉴“同伴健康
教育”等国内外预防医学研究成果，引
导实施“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建设项
目，源头控制慢性病危害。截至2015
年底，全市累计建立2.6个健康自我管
理小组，42万人参与活动。

一把控盐勺、一个控油壶、一根
腰围皮尺、一个印有膳食宝塔介绍的
冰箱贴……全市面向800多万个常
住人口家庭全覆盖发放健康读物和
实用工具，折算到每家不足4元钱，
让越来越多的市民自觉戒烟限酒、减
盐低油。

截至2014年底，上海市民食品
安全知晓率逾82%，成人吸烟率、饮
酒率均呈下降趋势，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口超过4成。 据新华社电

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
人峰会19日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深
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的主旨
演讲，强调亚太要为世界经济复苏注
入新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道
路。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
极带动亚太国家共同发展，为本地区
人民创造更多机遇。

习近平指出，当前，亚太处在发
展关键当口。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最
大、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亚太要发
挥引领作用，采取有力协调行动，为
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为世界经
济增长开辟新道路。

第一，促进经济一体化，建设开
放型经济。我们应该构建平等协商、
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
架，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要重振贸易和投资的引擎作用，增强
自由贸易安排开放性和包容性，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要积极引导经济全
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
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
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
与感、获得感、幸福感。

第二，促进互联互通，实现联动
发展。我们要推动建立覆盖整个亚
太的全方位、复合型互联互通网络，
深入落实北京会议制定的互联互通
蓝图，确保2025年实现全面联接的
目标。中国欢迎各方参与到“一带一
路”合作中来，共享机遇，共迎挑战，
共谋发展。

第三，促进改革创新，增强内生
动力。我们要落实好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北京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和原则，推进
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坚定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理
念、模式、路径创新，推动产业和产品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拓展发展
新空间。

第四，促进合作共赢，深化伙伴
关系。我们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
让彼此越走越近。要不断提升区域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同搭建平台，
共同制定规则，共享发展成果。要
平等参与、充分协商，要相互帮助、
共同发展，全力营造健康稳定的发
展环境，不让任何因素干扰亚太发
展进程。

习近平指出，中国保持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有力带动了亚太和全
球经济增长。今年是中国实施“十
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积极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全面
深化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
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着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促进创新发
展，着力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着力
实现共享发展、绿色发展。中国经
济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中国发展是
世界的机遇。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式成为亚
太经合组织成员25年来，同各成员
携手走过的是一条聚焦发展、共谋
繁荣之路，是一条持续开放、深度融
合之路，是一条锐意进取、勇敢创新
之路，是一条互敬互助、共同发展之
路。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
将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谋求自
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带动亚太国家共
同发展，为本地区人民创造更多机
遇。工商界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力
量，是推动改革、发展、创新的主力
军。希望大家勇立潮头、积极行动，
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在耕耘中收获
果实，为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作
出新贡献。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梁振英
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天，习近平还出席了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对话会，同代表们就亚太自由贸易区
和亚太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中国
经济形势和政策等议题交换看法。

据新华社电

正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

2016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

商领导人峰会19日聚焦经济融合

的重要手段——互联互通与自由

贸易。

美国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在题为“互联互通革

命”的主旨发言中，呼吁亚太经合

组织各经济体充分利用和发挥互

联网的作用，连接大众，共享经济

成果。

扎克伯格以教育和医疗保健

为例说，互联互通是实现目标的

重要通道，各国政府都应加大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入全球

互联互通平台。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之前

有关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言

论是本届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

较受关注的话题。在峰会“重新

设计贸易”的开放论坛上，北美

自贸区重要经济体墨西哥总统

培尼亚明确表示，北美自贸协定

需要的是更新而非废弃。墨西

哥的立场是重新谈判，加入环境

和劳工规定等协议签署时未曾

考虑的因素。

培尼亚表示，墨西哥是一个

较为开放的国家，贸易推动了经

济增长和社会包容发展。由于地

缘政治原因，墨西哥与美国关系

至关重要。两国关系正开始新的

阶段，希望通过对话赋予这种战

略关系应有的价值。

哥伦比亚虽不是APEC成员，

但仍受邀参加峰会的非正式对

话。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发言

说，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拉

美国家之间应该营造一种“创新

文化”，提高生产力，培育发展新

动力。

桑托斯认为，拉美国家经济

发展仍过多依赖基本生产资料，

特别是原材料。为改变这一现

状，桑托斯呼吁各领域加强协调，

鼓励创新。他提议，亚太经合组

织和太平洋联盟可在生物技术领

域密切合作，利用拉美国家的生

物多样性改变世界。

由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和

智利四国组成的太平洋联盟成立

于2012年，是拉美政治、经济一体

化合作组织。联盟的宗旨是“深

度融合”，目的是建成一个成员国

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

流动的市场，同时加强与全球尤

其是亚太地区的联系。联盟国内

生产总值和贸易分别约占拉美地

区总量的40%和50%。

据悉，此次工商领导人峰会

为期两天，共有超过 1200 名企业

领导人出席，其中包括400多名来

自中国的企业代表。

2016 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周

14日在利马拉开帷幕。本届会议

的主题为“高质量增长和人类发

展”。各经济体领导人及工商界

代表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

自贸区、互联互通、服务业合作等

问题深入交换看法。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 1989

年，目前共有21个成员，是亚太地

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

大的经贸合作机制。数据显示，

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人口总量

约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和

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 57%和

48%。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

上海：健康促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APEC峰会聚焦互联互通与贸易自由化

[背景]

就业服务周拟招聘
50余万高校毕业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发
布消息称，11月21日至12月4日，
人社部将举办 2016 年全国人力资
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
动。

据初步统计，目前参加本届服务
周活动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
160个。有135家网站举办网络招聘
会，预计提供55万条岗位信息。目
前，从网络招聘会信息看，涉及互联
网/电子商务、耐用消费品、贸易/进出
口、网络游戏、计算机、通信、媒体/出
版/文化传播、物业管理/商业中心、房
地产开发/建筑与工程、金融业等诸
多行业。

其中需求量最多的前十个职位
类别是：销售类、行政/后勤类、计算
机/网络/技术类、财务/审计/统计类、
市场/公关/媒介类、教育/培训类、酒
店/餐饮/旅游/服务类、技工类、建筑/
房地产/装饰装修/物业管理类、美术/
设计/创意类。 据新华社电

■发布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