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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 1 月 6 日全天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
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治理好我们这个拥有 9500 万党员的大
党、这个拥有 14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
就在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不动摇。党中央每年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
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对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起到了示范作用，
要长期坚持下去。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全局履行职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为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作出积极贡献，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营造良好环境，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按照党中央部署
要求履职尽责，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加强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指导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
们党将召开二十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入学

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紧扣筹备和召开党的二十大聚焦发力，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历史自信，保持历史主动，
增强忧患意识，提升斗争本领，察大势、应变局、观未
来，凝心聚力、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
作。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满怀自豪感，振奋精气神，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职责定位，突出重点
抓好落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
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治理好我们这个拥有9500万党员的大党、这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不动摇。党中央每年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起到了示范作用，要长期坚持下去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2022年1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
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是第一个与土建
交的国家，第一批支持土方奉行永久中立政策的国家，是土方第一个以政治文件形
式确立的战略伙伴，也是土方第一大天然气贸易伙伴。中土关系的发展不仅给两

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对土关系，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土方走符合自身

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土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坚定支持土方奉行永
久中立政策。我愿同你保持密切联系，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持续深化各领
域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中土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建交以来，土中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开展全面
合作，建立起独特的多层级协作机制。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土主要贸易伙
伴，这是双方互利合作的鲜明体现。土方高度重视土中关系，将在平等相
待、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利益原则基础上同中方密切合作，全力推动土中关
系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就中土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就中土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
工作时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
承诺。经过几年努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自 2017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5 次实地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对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工作，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中国的冬奥脚步，走得铿锵有力。

这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足迹。在昔日荒凉的崇礼古杨树山谷，“冰玉
环”穿起了“雪如意”。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流光溢彩，与“鸟巢”和

“水立方”遥相呼应……北京冬奥会的比赛设施建设不仅融入中国元素、展
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注重综合利用和低碳节能，突出科技、智慧、
绿色、节俭的特色。国家速滑馆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低碳化、零排放；张
北地区风能、太阳能等生产的绿色电力输入北京，“点亮北京的灯”，助力所有
冬奥场馆实现100%清洁能源供应。中国将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相结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冬奥会筹办中获得生动诠释。

这是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足迹。作为东道主，中国不仅要办好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而且要努力取得好成绩。冬奥会的筹办，让中国很多冰
雪项目实现了从无到有，一些项目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在冬
奥会上争金夺银的能力，逐渐扭转了“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局面。冰

雪运动科技研发成果丰硕，为竞技体育实现更大突破提供有力支撑。目
前，冰雪健儿正抓住最后的备战关键期专心训练，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接
大赛的到来。冰雪健儿将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精神，在奥运赛场展现
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力争在竞技上、道德上、风格
上都拿最好的奖牌。

这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足迹。增强人民体质、保障人民健康，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冬奥会筹办“带动3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是中国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年，在北京冬
奥会申办、筹办的全过程，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爱上了冰雪运动，提前实现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中国
制定实施了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计划，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国家速
滑馆、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等冬奥场馆将在赛后成为群众健
身的好去处，为冰雪运动普及发光发热。

这是推进开放中国发展的足迹。北京冬奥会筹办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面向现代化，使冬奥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助推器。冬奥筹办既是中国
兑现承诺、不断自我提高、快速发展的过程，更是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
智慧和中国贡献的过程。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有利于展示我们国
家和民族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
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
识。伴随着动人的冬奥故事和中
国故事，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
奥运盛会将在全世界面前展现。

北京准备好了！世界一起向
未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冬奥脚步
铿锵有力

■ 刘 峣

1月 4日这一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刚好一
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题调研北京冬奥筹备工作。

从坐落于奥森公园的国家速滑馆，到不远处的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北京冬奥村（冬
残奥村）；从首钢园区的北京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
中心，到卢沟桥附近的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
冒着严寒而来，沐着夜色而归。细数下来，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第五次实地考察北京冬奥筹办工作。

“每一步都踏踏实实走过来了，现在到了冲刺
的阶段。我看大家的工作仍在紧锣密鼓进行，再努
把力、奋力一击。”一路看，一路思索，一路鼓劲。

回首过往，从 2015 年夏天欢庆申办北京冬奥
成功的那一刻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中
国倒排工期、只争朝夕。

体育之于国家，是国家强盛的一个标识，是
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从百年前的“奥运三
问”到今天的“双奥之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时有感而发：“这是百年变局的一个缩影。成功举
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
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
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

中国特色：
“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空中俯瞰，国家速
滑馆宛若冰刀在冰面上刻下的晶莹轨迹。它的另
一个名称“冰丝带”，由此得名。此次考察，就始
于这座北京冬奥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

自 2018 年 1 月 23 日打下第一根桩，“冰丝带”
的建设就“志存高远”。一进速滑馆，习近平总书记
的目光落到了屏幕上的四个字：“最快的冰”。

快，源于科技。
早在2019年，总书记在第三次考察北京冬奥筹

办工作时，特别强调场馆建设要突出“科技、智慧、
绿色、节俭”四个特色，摆在首位的正是科技。

在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马鞍形“编织天幕”
下，习近平总书记饶有兴致参观了建筑材料：

“国产化率高吗？”
“屋面索网结构采用的‘国产索’，是河北生

产的；‘冰丝带’3360 块曲面玻璃，天津生产的；
脚下的混凝土看台板，北京生产的。”场馆运行负
责人风趣地说，建设过程也是“京津冀一体化”。

一批由中国设计、中国技术、中国材料、中
国制造组成的冬奥场馆建设的“中国方案”，成为
北京冬奥的鲜明“中国特色”。

总书记来到赛道边，一边看赛道测试数据一边
细听介绍：“脚下是长 120多公里的不锈钢管，钢管
中流动的液态二氧化碳保证冰面温差不超过0.5摄
氏度，所以能形成最完整、最均匀、最快速的冰。”

“技术”为“绿色”赋能。置身于世界上第一
座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制冰的大道速滑
馆，习近平总书记对“绿色办奥”有着真切的观
感：“要发挥好这一项目的技术集成示范效应，加
大技术转化和推广应用力度，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献。”

从一开始，北京冬奥拿的就是一份“绿色脚
本”。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
盖，节能、低碳能源、废弃物与废水处理等诸多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汇聚成新发展理念在冬奥实
践中的生动样本。

赛后利用，一道世界难题。这几年，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叮嘱：“办冬奥不是一锤子买卖，不能
办过之后就成了‘寂静的山林’”“赛时需要和赛
后 利 用 相 结 合 ， 不 搞 铺 张 奢 华 ， 不 搞 重 复 建
设”……如今盘点，每座冬奥场馆都拥有一份着
眼于“后奥运时代”的发展规划。

“我们都是可持续再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在
考察时谈及此事如数家珍，“‘水立方’可以进行

‘水冰转换’，五棵松体育馆可以实现‘冰篮转
换’，北京赛区 13 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中有 11 个
是当年夏季奥运会的‘遗产’……”

他还特意提到了“筑巢引凤”的一个案例，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当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考察。

四合院风格的三进院落，赛时是全球奥运健
儿的“家”，未来将转型为广纳英才的北京人才公
寓。总书记称赞道：“这个做法很好，把可持续体
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理念，不仅是为这一件
事，要考虑它的持续性、统筹性。”

运动员、教练员的吃、住、行、医、康、
乐，最终落脚于智慧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运行
保障工作进展如何？总书记走进综合诊所和残疾
人运动员住房样板间。

一个便捷的无障碍设施，给总书记留下了深刻
印象。样板间的卧室有个按钮，只需用胳膊肘一碰，
柜门就开了。“听说往届反映问题比较多的一般在奥

运村。打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要把
细节处理好，想运动员之所想，办运动员之所需。”

筹办冬奥，是一项系统工程，一张国力的综
合考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集各方之
智，聚各界之力，形成做好筹办工作强大合力”。

在冬奥村，来自高校的一群志愿者也是生动
的“中国名片”。总书记同他们亲切交流，蓬勃的
青春气息感染着现场。

“你们参与其中，虽辛苦，但光荣、自豪而幸
福。给各国参赛人员讲述一个古老而现代的北
京，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会是
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请总书记放心！”青年一代的铿锵誓言，久
久回响。

庄严承诺：
“我们承诺一定把它办好”

冬奥之约，中国之诺。
申办、筹办的往事历历在目，考察途中习近平

总书记回忆起这些年：“从无到有啊！2015 年申办
成功，奔着当时提出的愿景目标，我们按计划一件
事一件事地办，都办成了。走到今天不容易。”

事非经过不知难。多少次披星戴月，多少回
攻坚克难，“冬奥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12个竞
赛场馆全部提前完工，3 个冬奥村如期交付使用，
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通车；北京当初提交

《申办报告》时，提出“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
发展、节俭办赛”，有着丰富生动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几年前就表明了中国态
度：“中国办冬奥，言必信、行必果。而且我们赶
早不赶晚。”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世
界体坛的节奏。“赶早不赶晚”的远见令世界再一
次惊叹中国的未雨绸缪。

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简约、
安全、精彩”六个字，并进一步指出：“顺利举办
即成功。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来讲，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最大的考验。”

面对这份考验，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天上午，总书记走进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主媒体中心。赛时，作为全球注册平面媒体和
转播商的工作总部，数千名中外记者将在这里济
济一堂。疫情之下如何管？怎么办？

（下转第二版）

“ 历 史 会 镌 刻 下 这 一 笔 ”
——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冬奥筹备工作

本报记者 杜尚泽 郑 轶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