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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冬 奥

“面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如虎添
翼、虎虎生威，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险阻，全力扫
除新冠肺炎疫情阴霾，全力促进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让
希望的阳光照亮人类！”

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
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重要演讲，这是习近平主席今年出席
的第一场重要多边外交活动。近半小时的演讲中，习近平
主席把握历史大势，破解时代之问，提出了团结战胜疫
情的正确方向、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治本之策、弥
合发展鸿沟的现实路径、国家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为
国际社会注入强大信心，带来强劲力量。

“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
顶住惊涛骇浪”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
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
变”“各国不是乘坐在 190 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
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的话语，呼应着本次
会议“世界形势”这一主题，生动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已有两年之久，目前疫情仍
在延宕反复，矛盾与挑战更为凸显。如何战胜疫情？如
何建设疫后世界？这是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也是大家必须回答的紧迫课题。

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给出中国方案——
携手合作，聚力战胜疫情；化解各类风险，促进世

界经济稳定复苏；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球发展事业；
摒弃冷战思维，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
下，习近平主席的四点主张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从短
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给出了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回答。”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说。

徐秀军说，习近平主席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
思考当今世界挑战和未来世界走向，聚焦各国人民共同
关心的重大问题，为世界走出困难、战胜挑战指明方向。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是战胜疫情的唯一正确道
路——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超过 20亿剂疫苗，将再向非洲国家提供 10亿
剂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还将无偿向东盟国家
提供1.5亿剂疫苗。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
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
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
促其强大”。

发展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习近平主席承诺，
中国愿同各方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
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
强调，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反对一切
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说，中国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推动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在人
类面临危机的时刻，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
满信心”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发展的历史
性成就和当前发展的良好势头，用三个“坚定不移”明
确宣示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彰显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
共创未来的坚定决心。

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权威阐述向世界展现了中
国发展的光明前景，进一步增进外界对中国未来的理解
和信心。

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就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召开的同一
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21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
1143670亿元，同比增长8.1%！

“疫情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不断提
升，各方期待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表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21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健
恢复、稳中向好，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彰显了
强大的韧性与活力。

一个重要宣示——“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都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明确表
示，中国“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确
保所有企业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在市场面前机会平
等”“欢迎各种资本在中国合法依规经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已于今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中国将忠
实履行义务，深化同协定各方经贸联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晖表示，习近平
主席的演讲展现了中国愿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和
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坚定决心。“在当前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抬头情况下，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展现了开放自信、重信守诺的大国形象。”
一个庄严承诺——“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

作，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阐释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理念，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将践信守诺、坚定推进，中国还
将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已发布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已建成全球
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超10亿千瓦，1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已有序开工
建设……

查道炯表示，中国说到做到，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这一点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既是对世界负责，
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
危机中发展”“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
考，又要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从历史和
哲学的高度分享了一个东方大国对危与机的辩证理解。

“放眼人类发展史，疫情大流行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并
非前所未有，人类最终总是能够战胜困难浴火重生，取得
更大的发展。”阮宗泽说，“习近平主席以大历史观分析当
前危机，为国际社会战胜疫情、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带来了
希望、增添了信心、注入了动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此次演讲，是继 2017 年和 2021 年之后，习近平主席
再次站上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达沃斯世界经
济论坛讲台。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每一次重要讲话
都能为世界拨开迷雾、指引方向，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期盼。

五年前，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
之问，习近平主席阐明了中国如何看待和推进全球化的
时代潮流。论坛主席施瓦布赞赏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为
我们带来了阳光”。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国主张维护和践行什
么样的多边主义，为多重危机叠加的全球局势提出系统
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深刻阐释如何开辟后疫情时代
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阮宗泽说。

“三次重要讲话一脉相承、主题重大，具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总是在关键时刻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
问，总能在危急关头给人以指引，予人以力量，为我们
这个世界带来希望的阳光。”苏晓晖说。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伍岳、成欣、朱超）

让希望的阳光照亮全人类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解读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日前，国务院
印发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统
筹发展和安全，完善结构优化、一体衔接的
设施网络，扩大多样化高品质的服务供给，
培育创新驱动、融合高效的发展动能，强化
绿色安全、开放合作的发展模式，构建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战略支撑。同时，《规划》明确
服务大局、当好先锋，系统推进、衔接融
合，创新驱动、深化改革，绿色转型、安全
发展等基本原则。

《规划》 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
综合交通运输基本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智
能化、绿色化取得实质性突破，综合能力、
服务品质、运行效率和整体效益显著提升，
交通运输发展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展望
2035 年，便捷顺畅、经济高效、安全可靠、
绿色集约、智能先进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全国 123出行交通
圈”（都市区 1 小时通勤、城市群 2 小时通
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 和“全球123
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 1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 基本形
成，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规划》明确九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
构建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勾画好美丽中
国的“交通工笔画”。二是增强交通运输对重
大战略支撑服务能力，差异化推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三是加强互联互通和一体衔接，
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交通现代化。四是扩大
优质运输服务供给，推动运输服务多元化品质
化发展。五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智能技
术深度推广应用。六是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要求，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七是夯实安
全发展基础，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八是更
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
放合作。九是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
矛盾问题，加强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

《规划》提出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充
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对交
通运输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领导。二是强化部门
协同、上下联动，做好规划衔接落实。三是有序推进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示范，加大对试点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四是完
善跨部门、跨区域重大项目协同推进机制，强化重点项目资
源要素保障。五是做好规划评估和督导，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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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许可）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8日表
示，目前暂无在汤加中国公民伤亡
报告，外交部和驻汤加使馆将继续
密切关注在汤加中国公民情况。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
危急时刻祖国永远在你身后。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在汤加中国公民和机
构安全。驻汤加使馆 1 月 14 日即发
布关于火山和海啸的安全提醒。火
山喷发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机制。17 日下午，外交部领事司直
播连线驻汤加使馆了解当地中国公
民最新情况，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
亡报告。

赵立坚表示，此前，中国驻汤
加使馆协助广东一居民联系因通信
中断失联的在汤加亲属并确认其安
全无恙。使馆还通过卫星电话专门
给山东聊城大学致电，告知其三名
老师均安全。

“外交部和驻汤加使馆将继续密
切关注在汤加中国公民情况，及时

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同时我们也
提醒在汤加及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所在国有关预警信息，加
强安全防范。”赵立坚说。

针对汤加国内受灾严重、物资
紧缺、民众生活困难，赵立坚表
示，中方十分关注汤加火山爆发对
汤加国内民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实际
困难，对此感同身受。

他说，为帮助汤加政府和人民
渡过难关，中方将应汤方请求援助
一批饮用水、食品、个人防护用
品、救灾设备等应急物资，待当地
机场恢复运转、飞行条件允许后尽
快运抵。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许可）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8日表
示，中立关系出现问题的是非曲直
十分清楚，立陶宛以一己之私，企
图用自身错误绑架中欧关系，既不
负责任，也很危险，欧方应对此保
持高度警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日前欧盟非正式外长
会批评了中方针对立陶宛的“胁

迫”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

形式的政治和外交胁迫，也从不以
经济胁迫对待他国。“如果有关方面
真如其所说要同立陶宛‘团结一
致’，那就请提醒立方，解决问题的
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回到一个中国
的正确轨道上来。”

赵立坚说，中立关系出现问题
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不容任何歪

曲和抹黑。立陶宛执意以“台湾”
名义设处，公然把“台湾”和“中
国”并列，赤裸裸制造“一中一
台”，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现
在，立陶宛以一己之私，企图用自
身错误绑架中欧关系。这既不负责
任，也很危险。欧方应对此保持高
度警惕。

“希望欧方明辨是非，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欧建交时欧方作出的
郑重承诺，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以
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他说。

1月 16日，广佛肇高速公路广州石井至肇庆大旺段 （广州段） 咽喉工程朝阳互通立交枢纽正式开通运营，
标志着广佛肇高速公路全面建成通车。图为朝阳互通立交。 冯学亮摄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
者汪涌、姬烨）“方寸天地 百年
见证”，《历届冬奥会官方邮票珍
藏大典》 18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首发仪式，第 1 号邮集将赠送给
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冬
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在当天的首
发仪式上说，这是北京冬奥组委
官方准入的一 部 汇 集 历 届 冬 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的重
磅之作。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
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从西班牙

发来视频表示祝贺。他说，作为
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奥委会官方
特许产品，这部冬奥会珍藏大典
展现了百年奥运的丰富遗产和历
史脉络，为现代奥林匹克史上首
次推出。对于集邮爱好者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收藏和精彩
的产品，也是十分传统的奥林匹
克专业收藏领域的一部佳作。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
长朴学东介绍，此次发行的 2022
套 《历届冬奥会官方邮票珍藏大
典》，以其独特的创意向世界讲
述冬奥故事，讲述奥林匹克文

化，展现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的独特魅力。这是国际奥委会
首次推出的全套冬奥会邮票官
方产品，掀开了冬奥集邮史的
新篇章。

据悉，自现代奥运会举办以
来，体育邮票就与它结为亲密

“伙伴”。奥林匹克邮票汇集成一
部魅力独特的奥林匹克百科全
书。全球冬奥会承办国发行的官
方邮票已有近百年历史，这些邮
票不仅记录下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的发展历史，也成了奥林匹克运
动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方应警惕立陶宛用自身错误绑架中欧关系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表 示

暂 无 在 汤 加 中 国 公 民 伤 亡 报 告

《历届冬奥会官方邮票珍藏大典》在北京首发

1月 18日，一场以“欢乐迎冬奥”为主题的雪地趣味运动会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铁山寺滑雪场举行，
百余名冰雪爱好者参加了雪地拔河、雪地竞速、雪地足球等项目的比赛，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图为冰
雪爱好者们在进行雪地足球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本报北京1月 18日电 （记者陆
娅楠） 经党中央批准，在国家发展改
革委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18 日在北
京正式挂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
记、主任、中心理事会理事长何立峰
出席挂牌仪式。

据介绍，报经党中央批准，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
究中心实体机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
究中心将紧紧围绕“国家级、权威
性、开放型、有影响”的目标，努力
建设成为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
重要载体、系统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重要智库、宣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
想的重要平台、阐释传播习近平经济
思想的重要阵地。

2021 年 7 月 5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党组召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中心成立大会暨理事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正式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