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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冬 奥走 近 冬 奥

2021年 12月 31日，北京地铁 11号线西段 （冬奥支线） 开通试运营，市
民在金安桥站换乘11号线，仅需4分钟即可抵达距离首钢滑雪大跳台最近的
新首钢站。图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试运营工作。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本报北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电 （记 者刘峣） 北 京
2022 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领奖服今天在京发布。领奖
服由安踏集团设计打造，分为
室内和室外两套。室内领奖
服 以 传 统 文 化 意 境 和 汉 字

“中”为设计灵感，加入了小立
领和一字扣等中式元素，清晰
的红色线条相汇于中轴线，寓
意携手世界“一起向未来”的
美好愿望。

领奖服还融入了大量科
技元素。其中，针对冰上项目
的室内领奖服采用密暖绒材
质，兼顾轻量化和保暖性；针
对雪上项目的室外领奖服则
使用蓄热保暖棉材质，采用两
层结构，运用防水透湿技术，
实现防风保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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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柴火市街小学开展“2022 虎虎生威 共迎未来”迎新年主题活动，师生通过
绘制生肖虎、快闪、拍摄创意合影等方式，在欢声笑语中迎接2022年的到来。图为学生欢庆新年。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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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021年 12月 31日电 （记者罗珊珊）
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正式生效，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
越南等6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
亚等4个非东盟成员国正式开始实施协定。

历经 8年谈判，RCEP于 2020年 11月 15日签署，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达到生效门
槛。RCEP 的生效实施，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
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充
分体现了各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将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
投资增长、经济复苏和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商务部表示，中方将全面和充分履行 RCEP 义
务，高质量实施协定，扩大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
不断稳固和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改善营商环
境。引导地方、产业和企业利用好协定市场开放承
诺和规则，更好把握 RCEP 带来的市场开放机遇。
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 RCEP 培训工作，
支持自贸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强化中国自由贸易区
服务网功能，为各地方、各行业和广大企业高水平实
施协定做好指导和服务。

中国将与 RCEP 成员方一道，积极参与和支持
RCEP机制建设，为 RCEP经济技术合作作出贡献，
共同推动提高协定的整体实施水平，持续提升区域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 RCEP 打造成为东亚经
贸合作的主平台。

同志们，朋友们：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们欢聚一堂、共商国

是、畅叙友情，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人
员，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
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
国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大家新年好！

2021 年，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在中华
民族历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
迎来百年华诞，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
三个历史决议，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在中华
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这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

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
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加快壮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坚强有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加速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继续发展，党史学习教
育成效显著，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和疫
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这一年，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深改委
部署的 50 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 61 个改革任务基本完
成，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还完成105个改革任务，各
方面出台216个改革方案，实现了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
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

这一年，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贯彻落实
“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支持港澳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支持和推动香港由乱转治、重回正
轨，保持澳门繁荣稳定。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
二共识”，强化反“独”促统大势，有力应对外部挑战，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履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有力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2022 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继续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乘势而上，砥砺前行，走好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并准备为之付出
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以
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同志们、朋友们！
2021 年，人民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

署，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各项
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认真开展以中共党史为重点
的“四史”教育，围绕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深入协

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创新履职形
式，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新的一年，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大局建言献策，把握民心民意，
更好凝聚共识，努力为实现党和国家目标任务广泛汇聚
智慧和力量。

同志们、朋友们！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团结奋斗，这是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锤炼铸就的
宝贵精神品质。让我们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加强中华
儿女大团结，凝聚万众一心的伟力，保持勇毅笃行的坚
定，展现虎虎生威的雄风，努力争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
利和荣光！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2021年12月31日电）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21年12月31日）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2021年12月31日电 2021 年 12
月 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
新年贺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普京总
统和俄罗斯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指出，2021 年是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 签署 20 周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 《条
约》 延期，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引
领双边关系蓬勃发展。双方坚持“四个相互坚定
支持”共识，政治互信进一步加深。双方努力克
服疫情影响，推动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中俄科技创新年圆满收官，双边贸易额再创
新高，能源、航空航天、互联互通等领域战略性
大项目加快推进。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
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守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
量。我对双边关系成果深感满意。

习近平强调，2022 年，双方将开启中俄体育
交流年，续写两国世代友好新篇章。普京总统将
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我十分期待通过
各种方式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引领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推动
双方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更好助力两国各自发
展振兴，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普京向习近平主席致以衷心的祝贺，祝愿友
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普京表示，即将过去的
一年是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20 周年。
该条约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21 年，
俄中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各层级积极开展政治对
话，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科技创新年取得丰硕

成果，双方就解决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
有效协作。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俄中各领域
合作一定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期待俄中体育交
流年成功举行。我坚信，中方朋友一定能够成功
举办北京冬奥会，十分期待同习近平主席在这一
体育盛会开幕之际举行会晤。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俄罗斯总理米舒
斯京互致新年贺电。李克强表示，不久前，双方
成功举行两国总理第二十六次定期会晤，达成许
多重要共识。我愿同米舒斯京总理继续保持密切
工作联系，共同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开辟新局面、
展现新面貌、收获新成果。米舒斯京表示，双方
通过俄中总理第二十六次定期会晤就进一步拓展
两国务实合作作出新的部署，期待双方继续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建设性对话，祝愿中方成功举
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
中俄两国总理互致新年贺电

（上接第一版）
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时，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

为全球疫情防控所作的贡献。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20亿剂
新冠疫苗。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义。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
中国做好了准备。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的三位航天员正在浩瀚太空“出差”，海外同胞仍在辛勤耕
耘，使领馆、中资企业等海外派驻人员和广大留学生仍在勇毅坚守，无数追梦人还在奋斗
奉献。大家辛苦了，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新年问候！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民安！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2021 年，无论是在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
迎来百年华诞，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胜利实现，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2021 年，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
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
新成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民
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
进，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坚强有
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全
过程人民民主继续发展，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显著，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入，我国经
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我们继续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中央深改委部署的 50 个重点
改革任务和其他 61 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还完成105个改革
任务，各方面出台216个改革方案，实现了
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

习近平指出，2021 年，我们坚持“一
国两制”方针，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支持港澳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支持和推动香港由乱转
治、重回正轨，保持澳门繁荣稳定。我们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强化反

“独”促统大势，有力应对外部挑战，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扎实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履行将疫苗作为全球
公共产品的承诺，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2021 年，人民政协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各项建

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认真开展以中共
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围绕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深入协商议政和民主监
督，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创新履职形式，
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新的一年，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大局建言献策，把握民心民意，
更好凝聚共识，努力为实现党和国家目标
任务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最后强调，力量生于团结，幸
福源自奋斗。团结奋斗，这是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锤炼铸
就的宝贵精神品质。让我们高扬理想信念
的旗帜，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凝聚万众
一心的伟力，保持勇毅笃行的坚定，展现
虎虎生威的雄风，努力争取新的更加伟大
的胜利和荣光。

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他指出，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紧紧围绕实现党和国家目标任务有效
建言资政、更好凝聚共识，同心同德、奋
发有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
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效能，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代表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讲话，
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协力新时代，携手
新征程，共促新发展，为人民过上更加幸
福美好的生活，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茶话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
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会场气氛喜庆热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部分领
导同志，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曾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的在京老同志出席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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