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信息
一、上海绿晟实业有限公司
1.岗位名称：车间操作工 10人
条件：18-52 岁，初中以上学

历。要求：负责果蔬清洗、切形、挑
选、包装等工作，要求身体健康、能
吃苦耐劳、服从领导安排。待遇：月
收入 4000-6000元。

2.岗位名称：机电操作工 2人
条件：18-45 岁，初中以上学

历。要求：身体健康、有机械维修经
验者、服从公司安排，工作认真负责
者优先。待遇：月收入 4000-6000
元。

二、上海长青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1.岗位名称：实验室检测员1人
条件：20-45 岁，高中以上学

历。要求：会看图纸、善于沟通，头
脑灵活，检验相关工作一年以上，服
从工作安排。待遇：月收入 2480-
4000元。

2.岗位名称：工程师助理 1人
条件：25-50 岁，高中以上学

历。要求：能吃苦耐劳，有责任心，
工作认真；能熟练应用办公软件，逻
辑思维强，沟通能力强，有团队协作
意识。待遇：月收入 2500-4500元。

三、上海欣元食品有限公司
1.岗位名称：财务经理 1人
条件：22-40 岁，大专以上学

历。要求：1.财务相关专业，有中级
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优先；
2.熟悉会计、审计、税务、财务管理
等相关法律法规；3.有 3-5 年制造
业团队管理经验，精通财务软件，如
金蝶等；有 ERP 实施经验者优先。
待遇：月收入 5000-10000元。

2.岗位名称：美工 1人
条件：22-35 岁，大专以上学

历。要求：1.专科及以上学历，设计
相关专业；2.一年以上电商平台、店
铺设计经验，熟悉电商平台设计、美
工操作；3.有良好的创意设计能力
及美术功底，色彩感强，构思独特，
风 格 鲜 明 ；4. 精 通 Photoshop、
Dreamweaver、Illustrator 等 设 计 软
件，对视觉效果有较好认识。待遇：
月收入 6000-8000元。

更多招聘信息及报名方式请登
录“上海人社”APP或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下属“公共招
聘 ”栏 目（http://rsj.sh.gov.cn/zp/
zyj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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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类人更适合有氧运动六类人更适合有氧运动
【“【“绘绘””战战】】心理防心理防““疫疫””1818招招（（八八））

□ 来源：上观新闻

□ 生命时报

简单来说，运动可分为有氧和
无氧两大类，对身体都有好处。规
律且持续，涉及到相同的大肌肉群
做重复运动，且机体摄入的氧能满
足运动消耗、达到氧供平衡的，就是
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等。相
反，短时间氧耗巨大，机体无法摄取
足够的氧，肌肉在“缺氧”状态下进
行高速剧烈的运动，就会调动另一
套供能体系——无氧酵解，这种就
是无氧运动。

无氧运动需要短时间爆发力，
且运动后会出现肌肉酸痛、心率明
显加快等一系列反应，不容易坚
持。有氧运动相对容易些，尤其对
以下六类人好处明显。

1.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患
者。有氧运动可以加速体内糖、脂
肪等供能物质的转化，帮助糖尿病
患者控制血糖，有助于肥胖、高脂血
症患者降脂。

2.冠心病、心衰患者。对这类
人群来说，无氧运动过于激烈。而
有氧运动可以加速全身血液循环，
使心率适当增快，对于心脏及整个
循环系统都有益处。

3.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为了
达到氧供平衡，机体在有氧运动的
过程中会反射性地增加呼吸频率
和深度，从而增大肺活量。因此，
对于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来
说，有氧运动有着药物替代不了的
作用。

4.偏瘫、骨关节炎、骨质疏松患
者。由于调动了全身肌肉活动，有
氧运动可以强化骨骼和肌肉系统，
可预防偏瘫患者患侧的肌肉萎缩；
刺激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液分泌，
从而减少疼痛症状；改善骨的血液
循环，加强骨的新陈代谢，使骨骼更
结实，缓解骨质疏松。

5.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的

青少年进行适量有氧运动，不仅可以
增强骨骼发育，还能刺激垂体分泌生
长激素，达到理想身高和体形。

6.心理疾患。适量的有氧运动可
以调节心理和精神状态，增强团队意
识和人际关系。对心理疾患来说，是
不错的运动处方。

存在基础性器质疾病，如高血压、
冠心病、心衰、慢阻肺等患者，运动前
需咨询临床医师，在专业指导下进行。

要 让 有 氧 运 动 发 挥 最 大 效 果 ，
最好能达到一定强度，比如每周至
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或
每周至少 75 分钟的剧烈身体活动。
活动强度的衡量标准是心率：中等
强度是指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值的
60%-80%（最 大 心 率 为 220 减 去 年
龄）。日常活动中，也可用生活化的
方式衡量，比如进行中等强度运动
时，大家能正常、完整地说话；而高
强度运动时，最多说上几个字就要
停顿喘气。

【相关提醒】
避开误区，才能发挥有氧功效。
有减脂诉求的人，有氧运动是他

们的首选。但运动前，不少人却弄不
清怎么做才能高效燃脂，甚至还存在
不少误区。

误区 1：低强度有氧运动的时间
越长，减脂效果越好。

减脂的原理在于热量赤字，即每
天消耗的热量大于摄入。当运动达到
最大心率的 60%时，身体消耗脂肪的
比例才会更大；继续加大强度，当最大
心率超过 75%时，身体除了调动脂肪，
还会分解糖、蛋白质，消耗更多热量。
但如果不管强度，只是持续长时间的
低强度有氧运动，身体会耗损肌肉，还
可能影响激素水平，降低运动热情，得
不偿失。

误区 2：有氧运动比无氧运动更

减脂。
有氧运动时，机体将脂肪作为

燃料，还会消耗血液、肝脏中的糖
原。在规定的心率范围之内，相同
时间的有氧运动能消耗更多热量。
但需要提醒的是，无氧运动可增加
肌肉总量，提高基础代谢。因此，

“有氧+无氧”才是最佳减脂搭配。
误区 3：先做有氧，再做无氧，

体形更好。
如果先做有氧，会降低机体的

糖原储备，无氧运动时便会“有心无
力”。此外，有氧活动减脂需达到一
定强度，比如达到最大心率的 65%
以上，所以最好在无氧训练充分调
动心率后再进行。

误区 4：大量有氧运动搭配轻
度无氧训练，能减脂增肌。

为 了 减 少 脂 肪 ，增 肌 十 分 关
键。有氧运动可以减脂，但如果过
量且只进行轻度力量练习时，肌肉
总量便得不到发展，还可能被耗损，
降低基础代谢，体脂率反而会升高。

误区5：为了消耗多吃的热量，
可以增加有氧运动的时间。

偶尔一次吃多了，有氧运动是
一个不错的补救措施，但如果长期
这样，训练强度可能要逐渐增加，机
体就会越来越疲劳。当机体无法充
分休息时，肌肉便无法合成，减脂效
果也会事倍功半。

误区6：有氧训练前，可以先吃
一顿饭，补充能量。

有氧运动时，机体有效燃烧脂
肪的时间取决于血糖水平。如果吃
完饭后运动，血糖水平较高，机体会
优先利用糖分，不能达到较好的燃
脂效果。如果想减脂，至少要在锻
炼前 2 小时补充营养；如果在 1.5-2
小时，应减少进餐量；如果在 1 小时
内，就不要摄入碳水化合物。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争做健康文明市民》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
卫生是健康的前提，健康是生命

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做出“要坚持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人居环境改
善、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
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
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提
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重要指示。

为巩固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成果，充分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
统，强化预防为主和群防群控的公共
卫生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城市更清
洁、更文明、更有序，我们向全体市民
倡议：

一、让我们倡导文明，革除陋习，

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勤洗手，
勤开窗通风；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
嚏时用纸巾或手肘遮掩口鼻；出现感
冒咳嗽症状时自觉佩戴口罩。

二、让我们遵守公德，维护秩序，
保持洁净美丽的城乡环境。不乱扔垃
圾，不堆放杂物，清除环境中的积水和
积水容器，防止蚊虫孳生；外出遛狗
时，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严格遵守控烟
条例，公园、路边不吸游烟，不乱扔烟
蒂；维护公共秩序，避免拥挤，自觉与
他人保持一定距离。

三、让我们积极参与，从我做起，
争当健康生活方式践行者。合理膳
食，营养均衡，无论在饭店还是在家用
餐，都使用公筷公勺；拒绝久坐，增加
身体活动，适量运动；作息规律，保持
良好的心理状态。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
人享有。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
起，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打赢防控新
冠肺炎这场战斗，为建设“健康上海”
共同努力！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