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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4 日宣布：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成欣、伍岳）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月 14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具有重大意义。

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1月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
频会议并发表演讲。

汪文斌在14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增多，南北发展鸿
沟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与会并发表演讲，在此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他说。
汪文斌说，疫情暴发以来，中方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同各

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中方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愿与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为疫情后
的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将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
外交部：习近平主席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具有重大意义

“听说没？覃大姐的低保批下来了。”
“这么快？”听者吃了一惊，但马上明白：“这年

头，谁还没个认识的人！”
有一阵子，覃燕梅家吃低保是走了“关系”的

谣言在福建省长汀县庵杰乡上赤村不胫而走。
闲言碎语进了耳朵里，覃燕梅落了泪。
大女儿读高中，开销正大。小女儿患有癫痫

病，智力二级残疾，每月近千元的治疗费。一家四
口就靠丈夫跑滴滴养家，日子过得有些紧。“苦日子
总会挨过去。”覃燕梅对生活仍抱有期待。

可谁承想，前年底丈夫突发脑出血，不久就走
了。孤儿寡母还背了丈夫治病的外债。一向乐观的
覃燕梅，脸上再也没了笑容。

过了不久，村干部找上门，说是给她家办低
保，管覃燕梅要走了户口本、身份证、女儿的疾

病诊断书等资料。
“这事要办成，难！”村里老人泼了冷水，像覃

燕梅这样的多了去，“漏”一两个也正常不过。覃燕
梅自己也估摸着没戏，即便有戏，没个一年半载也
下不来。

可是，申请之后不到一个月，覃燕梅账上就进了第
一笔低保金——870元。覃燕梅和两个女儿一起纳入了
二类低保。

大家后来才知道，覃燕梅走的“关系”和她是
真没“关系”。

原来，就在去年4月，县纪委监委公布“点题整
治”项目，就有向县民政局“点题”，提出整治困难
群众“漏保”“漏救”问题。

4830 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县各类困难
群众基本情况被摸排出来，覃燕梅一家就包含在内。

本报北京1月 14日电 （记者聂
传清、廖睿灵） 中国外贸再次迈上了
新台阶。海关总署 14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1 年，以美元计价，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6万亿美
元，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在2013年首次达到4

万亿美元后，我国外贸在 2021 年内
连续跨过 5 万亿、6 万亿美元两大台
阶，达到6.05万亿美元。这一年的外
贸增量达到了 1.4万亿美元，相当于
2005年全年外贸规模。

以人民币计价，2021年我国进出
口总值 39.1 万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21.4%。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同比
增长 21.2%；进口 17.37 万亿元，增长
21.5%。（详细报道见第三版）

图为1月14日拍摄的江苏连云港
港集装箱码头。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低保“关系户”
陈菊华③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4日电 （记
者侯雪静） 记者1月14日从三峡集团
了解到，截至1月12日，三峡集团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1 亿千瓦，2021
年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超 3400 亿千
瓦时，可替代标准煤约1亿吨，减排二
氧化碳约2.8亿吨。

据介绍，在三峡集团超1亿千瓦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中，水电装机容量占比近
七成。溯长江而上，由三峡集团建设并运
营的葛洲坝、三峡、向家坝、溪洛渡、白
鹤滩、乌东德6座电站中，有5座跻身世界
前十二大水电站榜单。这也意味着长江
流域已成为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专家介绍，能源可以分为可再生
能源和非可再生能源两大类型。可再

生能源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地
热能等。它们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
生，是相对于会穷尽的非可再生能源
的一种能源。

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向全球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水电、风电、
光电等可再生能源。

长江流域成为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中国外贸额中国外贸额
首次突破首次突破66万亿美元万亿美元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走进位于
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校园，处处可感
学习、思考、求索的热潮。

1 月 11 日至 14 日，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深刻阐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
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永葆党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等五个问题，强调要深
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
议，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百年奋斗历史
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党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认真研读文件，深入学习思考，精
心准备发言……4 天时间，来自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军队
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的学
员们，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开展研讨。校园里，常见散步时的
交流；房间里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

经过深入学习，学员们一致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富有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很强的现实指导，
对于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引领全党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
利和荣光。

深刻认识“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

领悟百年党史宝贵经验启示

2022 年 ， 党 的 二 十 大 召 开 之
年、“十四五”时期关键之年。开好
局，起好步，尤显意义重大。

抓纲带目、纲举目张。
面授“关键少数”，上好“关键一

课”。学员们普遍感到，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讲授的新年第一堂大课，思想含
量十分厚重，聆听之后十分解渴。

研讨班学员、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
深入研读和领悟全会决议精神的面对
面辅导；是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主题的一堂生动
党课；是总书记发出的更好把握和运
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的动员令。”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回首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是党

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制定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新征程……

进而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辉煌历程，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
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
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学员们在研讨中一致认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来自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来自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指引，党确立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全会的重大政治
贡献，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历
史、人民、时代的选择。

研讨班学员、贵州省省长李炳军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九年多，是贵州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贵州彻
底撕掉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
跨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干
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些伟大
成就使我们深切感到，‘两个维护’是
最大的政治，是最大的大局。”

研讨班学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办
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
说：“‘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
如果把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比作演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那么
指挥就是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的习近平总书记；乐谱只能有一
个，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大家听从统一指挥，按
照同一乐谱，齐心协力，就能奏出威
武雄壮、美妙绝伦的伟大乐章。”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
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如何在
时代洪流中，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如何永
无止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深刻
作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
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研讨班学员、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
公室少将主任沈方吾说：“我们党一直
是一个擅长理论思维的政党，毛泽东
军事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都是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的成果。理论创新、思想
创新是我们党百年来战胜国内外一切
敌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武器。
作为党的干部，思想不能僵化，不能墨
守成规，不能作茧自缚，要按照习主席
要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不断练就高强本领——

围绕中心任务把握战略主动

新时代的领路人，也是新思想的
领读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洞察大势，明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两个月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决议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
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

在这次的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和人民事业能不
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
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
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
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
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
遭受挫折。”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在复杂形势中判断主要矛盾，在

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学员们从
中品味着真理的味道、领悟着哲学的
智慧。

研讨班学员、黑龙江省委书记许
勤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紧

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握社会矛盾运动规律，以理论认识论与实
践方法论指引推动高质量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
我们行动的科学指南。站在新的重要关口，黑龙江将坚
持政治站位，大力推进思想观念转变、发展方式转型、
增长动能转换，坚定信心、提振士气，激发内生动力，
奋力推进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坚决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守好祖国‘北大门’，这是抓主要矛盾的必然
选择。”

党和人民筚路蓝缕、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历史上最恢弘的史诗。

分析其“密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作答：“一百年
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
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
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
保证。”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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