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队伍建设 完善服务载体 夯实数据支撑

省体育局不断提升科学健身服务水平

跆拳道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班开班

爱运动

举办近4000人参与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技能交流展示大赛，在省内各设区市及定
州、辛集市设立全民健身大讲堂，国民体质
监测由五年一次改为每年经常性开展⋯⋯
去年以来，省体育局坚持把提供科学健身指
导作为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
重要保障，加强队伍建设，完善服务载体，夯
实数据支撑，不断提升科学健身服务水平。

加强队伍建设——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扩容提质

2017年12月23日，河北师范大学体育
学院体育馆内人头攒动，第二届河北省社会
体育指导员技能交流展示大赛总决赛正在
这里举行。一群群身着五颜六色服装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在音乐伴奏下，纷纷亮出各自
拿手的健身绝活儿，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第二届河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交
流展示大赛包括太极拳、健身气功、广场舞、
柔力球等健身项目。本届大赛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至 12 月上旬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
陆续进行分站赛，直接参与人数近4000人，
近 50 支参赛队共 300 余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进入了12月23日至12月24日进行的总决
赛。12 月 25 日举行的冠军赛，则由河北广
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进行了录播，并采用多种
媒体传播方式扩大影响力。

据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赵丽娜介绍，此次大赛旨在为基层社会体
育指导员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
互提高的平台，展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魅力
和风采，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吸引、鼓
励更多人加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近年来，为给群众科学健身提供更便
捷的指导服务，我省不断加强社会体育指
导员队伍建设，特别是突出抓好冰雪运动
健身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冰
雪运动推广普及中的“牛鼻子”作用。截至
2017 年 8 月，我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达 8.2

万人。其中，冰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达 3300
名，我省力争到 2022 年，培育冰雪社会体
育指导员 1.5 万名。

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我省注重提升社
会体育指导员质量，不断加大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其上岗率和志愿服务水
平。2017 年，我省举办多期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班，培养了 5000 名社会体育指导
员。2017年的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
示大赛，我省派出 16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参
加，获得团体总分一等奖，另有 2 个单项一
等奖、2个单项三等奖，2个单人二等奖、2个
单人三等奖，并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完善服务载体——
全民健身大讲堂更接地气

讲台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委赵焕彬
深入浅出地讲授《科学健身原理与方法》；讲
台下，上百人侧耳倾听，不时有人提笔记下
要点。这是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举办的河北
省全民健身大讲堂邢台站活动上的一幕。

河北省全民健身大讲堂由省体育局主
办，2017 年，在省内 11 个设区市以及定州、
辛集各设置了1站活动，特邀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常委赵焕彬、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
中心副主任胡坤、首都体育学院运动专家阎
守扶等国内体育、医学领域的专家教授，针
对各站区域内体育局工作人员、体育教师、
健身教练等人群，围绕体医融合、健身指导
等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开展政策法规、运动
促进健康理论、体质监测评估、运动处方的
应用、科学健身指导等方面的专题授课。

据介绍，河北省全民健身大讲堂 2016
年已举办一届，当时采用的是互联网授课形
式。2017 年，则聘请有关专家直接走进基
层，面对面向基层全民健身工作者进行授
课，不仅更直观、更接地气，还增强了互动
性，扩大了覆盖面，参与人数达2000余人。

“通过此次培训，广大基层体育工作者

加深了对有关科学健身知识的了解，提高了
进行科学健身指导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为指导全民健身的广泛开展进一步夯实了
基础。”省体育局群体处副处长杨峰说。

夯实数据支撑——
国民体质监测日趋常态化

“2017 年，我们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国
民体质监测样本采集工作。未来，我省国民
体质监测将实现常态化。”省体育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纪霄峰表示。

据了解，国民体质监测就是通过对受
测者进行体质试验及测试，按其体质状
况，结合生活环境条件和运动爱好等个体
特点，就运动种类、时间及频率给出建
议，并指出运动中的注意事项，使他们达
到科学健身的目的。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 年）》，推动健康河北建设，加
快构建省、市、县三级国民体质监测网络，省
体育局群体处组织开展了我省2017年国民
体质监测工作，这项工作在全省 11 个设区
市及定州、辛集进行，每个县市负责完成
3000样本量，全省共计39000样本量。

按照省体育局的工作方案和要求，各市
均组建了不少于15名工作人员的体质监测
队伍，并于 2017 年 8 月开始，对学校和机关
企事业单位 20-69 岁居民进行了身体形
态、机能、素质等三个方面的国民体质监测
工作。

据悉，各市数据采集工作基本完成，目
前已开始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省体科所
将对 39000 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进行统计
和分析，最终形成 2017 年河北省国民体质
监测工作总结和研究报告。

纪霄峰说，此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一方
面积极推进了各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健
康促进服务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国
民体质监测系统和基础数据库；另一方面，
也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为 2019 年全国国
民体质监测的开展锻炼了队伍。

据悉，从2018年开始，我省将选取更多
不同人群进行长期纵向追踪，形成国民体质
监测常态化，从而研究和了解我省国民体质
长期变化情况，更有针对性地推广科学健身
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扩大监测范
围和受试人群，使我省国民体质监测数据更
为精准。 （王伟宏）

当前，流感病毒处于较高活动水平，因
感冒、发烧、咳嗽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为
防感冒，很多人选择“窝”在室内。但专家表
示，预防感冒一个有效方式是进行规律、适
量的体育锻炼，其中以有氧运动最佳。

专家认为，每周进行3-5次、每次进行
30-45分钟的有氧运动，可明显增强人体抵御
感冒的能力，避免患上呼吸道疾病。那么，在

寒冷的冬季，哪些运动是适合开展又可以有
效预防感冒的呢？

走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散步、快走、慢跑皆

可。研究发现，坚持每周5次、每次45分钟散步
锻炼的成年人，比不爱散步的人感冒几率降低一
半。每周进行5次、每次30分钟的快速步行也能

有效抵抗感冒。慢跑也能预防感冒，不过专家提
醒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马拉松等持续高强度耐力
锻炼甚至会增加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患病几率。

此外，太极拳、瑜伽、跳绳等在家中就可进
行的运动，也可以帮助您增强免疫力。研究发
现，常打太极拳可有效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瑜伽
可通过刺激胸腺的分泌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
跳绳可使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得到锻炼。

1月8日，河北省2018年跆拳道社会
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班在石家庄
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110多名跆拳道教
练员参加为期4天的集中培训。该培训班由
省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省
体育局摔拳跆中心和省跆拳道协会联合组
织。培训采用集中培训与自学、统一考试
相结合的方式，内容分为理论知识、专项
技能两部分。培训后，鉴定合格者将获得
大众跆拳道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 （陈华）

适当有氧运动可防感冒

“韵动邯郸·2018”全民健身系列活
动日前在邯郸市龙湖公园启动。该系列活
动将贯穿2018年全年，共60多项，青少
年、中老年人均可参与。冰雪活动将作为
该系列活动的重点，邯郸市特色品牌活动
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也将在 2018 年首次
和该市旅发大会相结合，以赛事活动宣传
城市风光、人文特色，促进体育与旅游、
文化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于菊）

邯郸今年将举办
60余项健身活动

1 月 5 日，邢台市第三届冬泳节在七
里河举办。此次活动由邢台市体育局主
办，邢台市游泳运动协会承办。比赛当
天，寒风凛冽，但吹不灭冬泳爱好者心中
的热情，来自邢台、邯郸、石家庄、保
定、长治、太原、安阳等地的300余位冬
泳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黄卓）

邢台举办
第三届冬泳节

1 月 5 日，2018 年迁安市“庆新年”全
民健身暨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比赛在黄
台湖莲花岛举行。比赛分为小学男、女组，
初中男、女组，高中男、女组，成人男、女
组。来自该市各乡镇（城区办）、市直单位、
中小学校、厂矿企业 40 余个单位 1000 余
人参加了比赛。 （李庆明）

迁安市千余人
长跑庆新年

2017 年
12 月 23 日 ，
第 二 届 河 北
省 社 会 体 育
指 导 员 技 能
交 流 展 示 大
赛总决赛中，
石 家 庄 太 极
拳 队 在 进 行
展示。

赵丽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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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15年来首降 服务价格小幅上升

“一降一升”致去年CPI温和上行
PPI结束连续5年下降态势上涨6.3%

华为合作计划告吹
美保护主义堪忧
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日，美国通信运营商

电话电报公司（AT＆T）撤销在美销售华为手机的合
作计划。此前，1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联邦通信
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呼吁调查华为与AT＆T的
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合作告吹令中美双方企业蒙受
损失，美国日益强烈的保护主义和商业行为泛政治
化趋势也将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新闻事实

美国多家商业媒体 9 日报道，AT＆T 临时退出
与华为合作协议。按照原计划，华为将通过 AT＆T
运营商渠道销售Mate10Pro系列手机，并在拉斯维
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公布合作细节。

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9日在电子
展上发表演讲，宣布 Mate10Pro 正式进入美国市
场，回应AT＆T的“逃婚”。

余承东说，作为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商，华为
产品无法进入美国运营商渠道，对双方企业是巨
大损失。“在美国市场，超过 90％的智能手机通
过运营商渠道销售”，消费者将失去多元的选择
机会。

外媒评价，尽管华为仍将通过其他渠道推广
Mate10Pro，但不能借助运营商渠道，将极大影响
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发展。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指出，这起中美商业合作告吹，是美国
保护主义加剧、营商环境恶化的表现。

媒体报道显示，去年 12 月，美国 18 名国会议员
联名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调
查华为与AT＆T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从技术层面分析，无论何种品牌
的手机，制造工艺并没有太大差异，零部件都是全球
采购。不管是华为还是三星品牌手机，皆为全球供应
链组合，也是全球化产物。

近期，美国高通芯片曝出严重安全漏洞，依然被
视为“技术问题”处理，而华为与AT＆T这一普通交
易被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视作“安全风险”，暴露出一
些美国政界人士对华为的强烈猜疑，这样的反差令
人深思。

第一评论

华为在美国的遭遇并不让人意外。实际上，过
去一年间，从限制外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到阻止
外国企业尤其是中企在美并购投资，美国的保护主
义倾向愈演愈烈，频频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
义之实。

动辄把商业事件和正常交易贴上政治标签，
这种商业行为政治化的思维只会把双赢变双输，
损害双方企业与美国消费者利益，损害美国自身
形象和信誉，以及美国作为投资和商业目的地的
吸引力。（记者韩梁、闫亮、金旼旼、周舟）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陈炜伟 袁军宝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8％，全年 CPI 比上年上涨 1.6％。
食品价格下降和服务价格小幅走高，是去年物价温和上行的主
要原因。2018年物价走势如何？此间专家进行了“会诊”。

CPI 连 续 9 个 月 处 于“1”
时代，全年食品价格15年来首降

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8％，环比上涨 0.3％。全年来看，CPI 同
比涨幅连续9个月徘徊于“1”时代。

去年 12 月份，从环比看，随着天气转
冷，鲜活食品价格明显上涨。鲜果和鸡蛋
延续上月涨势，涨幅均超过 5％，猪肉、水
产品和鲜菜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涨
幅均在 1％左右，五项合计影响 CPI 上涨
约 0.19 个百分点，是影响当月物价环比变
动的主要原因。

CPI 同比变动则主要受到服务价格
上涨拉动：去年 12 月份医疗保健、居住、
教 育 文 化 和 娱 乐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6.6％、
2.8％和 2.1％，合计影响 CPI 上涨 1.37 个
百分点，占非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程度的七
成以上。

从全年看，2017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比上年上涨 1.6％，比上年的 2.0％回
落了 0.4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绳国庆分析，去年食品价格
下降 1.4％，是自 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
下降，主要受猪肉和鲜菜价格下降较多
影响。

回顾 2017 年，在节假日因素推升食
品、交通、服务价格及成品油调价影响下，
去年 1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5％，环比上涨
1％，是全年高点。由于春节后消费、旅游
需求回落及翘尾影响减弱等因素，2月CPI
同比涨幅回落至0.8％，是全年低点。

在随后的月份中，受服务价格整体
小幅上行，猪肉、鲜菜、鸡蛋、旅游、家庭
服务等价格季节性波动影响，通胀幅度
总体呈逐月小幅扩大趋势，在个别月份
略有回落。

百姓消费升级，推升服务
价格小幅上升

在业内人士看来，服务价格小幅上升，
既是影响去年物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折
射相关供给增加以及居民需求升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分
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八大类商品
服务中，去年涨幅最大的是医疗保健，上涨
了 6％。一方面，我国正在推行医疗改革
过程中，短期内部分药品价格有所上涨；另
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百姓对身心健
康更为重视，扩大的需求也推动了服务价
格的上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前三季
度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医 疗 保 健 支 出 增 长
13.2％ ，其 中 ，人 均 报 销 医 疗 费 增 长
14.1％。

此外，家庭服务、教育、旅游等服务业
价格涨幅相对较高。携程旅行网反馈，去
年预订中高端旅游产品游客增多，体现百
姓不断增长的休闲需求，这也倒逼服务业
增加优质供给。

微观层面居民需求的变化反映在部分
宏观指标中。去年前11个月，体育娱乐用
品类、化妆品类等体现消费升级的商品消
费增幅明显扩大。此外，去年全年我国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维持在高于 50％的
景气区间。邮政快递业、互联网软件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呈现扩张状态。

PPI 上涨 6.3%，结束了自
2012年以来的下降态势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7 年，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 6.3%，
结束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的下降

态势。
绳国庆介绍，2017年全年，PPI由上年

下降 1.4%转为上涨 6.3%，结束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的下降态势。生产资料价
格上涨 8.3%，影响 PPI 上涨约 6.13 个百分
点。其中，涨幅较大的行业有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分别上涨 29.0%、28.2%
和 27.9%。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7%，影响
PPI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2018年通胀水平总体温和

从近期来看，受春节临近及寒冷天气
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食品价格将有所上涨
从而推升 CPI 涨幅。从中长期来看，在国
内需求平稳、货币政策稳健的大背景下，
2018年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

山东滨州中玉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民松表示，近期由于全国各地雨雪天气

影响运输，加之临近春节百姓购置年货需
求增加，生猪和蔬菜价格在节前或有小幅
上涨。

而从中长期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等专家认为，国内工业品上游产品
价格涨幅可能会向下传导；居民收入增长
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需求升级带
动相关商品服务价格提升等，这些因素或
成为推升物价水平的动力。

不过，专家也认为，2018年，国内不会
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
长权衡分析，去年全球经济整体复苏，此
前多国采取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将在
今 年 有 所 收 紧 ，输 入 性 通 胀 压 力 不 会
太大。

多位专家预计，在较低基数的基础上，
2018 年物价涨幅预计较 2017 年将有所扩
大，但通胀水平总体温和。

综合新华社上海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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