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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王希） 中央企业2021年经
济运行成绩单19日“出炉”：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36.3万亿元，同
比增长 19.5%，两年平均增长
8.2%；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2.4 万 亿
元、净利润 1.8 万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 30.3%、29.8%，两年平
均增速分别为14.5%、15.3%。

统计显示，2021 年中央企
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8%，同
比提升0.6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
产率达到69.4万元/人，同比增长
17.5%；研发经费投入 9045.9 亿
元，同比增长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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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冬 奥

北京冬奥组委经国际奥委会批准，近日发布了
最终版的北京冬奥会竞赛日程。本届冬奥会将于2
月4日开幕，2月20日闭幕，设7个大项、15个分项、
109个小项。根据赛程，首场比赛将于2月2日晚开
赛，冰壶混合双人选手将在开幕式前就亮相赛场，
最后一场比赛则在2月20日下午举行，决出越野滑
雪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自由技术）的金牌。

选手力争佳绩 每天都有期待

赛程显示，2 月 2 日 20 时许，在北京冬奥会
开幕前2天，冰壶混合双人项目的比赛将与观众
率先见面。首轮比赛，中国队对阵瑞士队，将是
中国选手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

随着中国冰雪运动竞技实力的增强，几乎每
一个比赛日，都将有中国队选手踏上冰雪运动的
最高舞台。

2 月 5 日，短道速滑项目的首枚金牌将产
生，由武大靖领衔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将首先角逐
混合团体接力赛场。对于这项本届冬奥会新增项
目，中国队此前便展现出强大竞争力。2021年10
月进行的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
便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还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
录。2 月 13 日，在首都体育馆，男子 500 米项目
将进行决赛，武大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夺得
该项目金牌，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从冰上转到雪上，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同样值
得期待。本赛季各项比赛中，中国自由式滑雪选
手谷爱凌发挥出色，取得6金2银1铜的佳绩。目
前，她已回到北京，为冬奥会进行最后准备。2
月8日上午，首钢滑雪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女子

大跳台决赛将举行。在该项目上，谷爱凌将力争
佳绩。随后，她要从北京赛区赶往张家口赛区的
云顶滑雪公园，继续准备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和女
子U型场地技巧比赛。

2月10日、14日和16日，云顶滑雪公园将先后
迎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女子和男子3
场决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选手徐梦桃、贾宗
洋和齐广璞也将开启自己的第四次冬奥之旅。单
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在10日进行，平昌
冬奥会亚军刘佳宇也期待着有更好表现。

队伍首次参赛 每场都是突破

本届冬奥会，中国队在不少项目上将首次参
赛。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每一次尝试，都将创
造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

2 月 5 日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前两轮滑
行将开启延庆赛区比赛的大幕。2021年11月进行
的雪橇世界杯延庆站比赛中，24岁的范铎耀成为中
国首位晋级雪橇世界杯正赛的男子选手。北京冬
奥会，中国雪橇队实现全项目参赛，将在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向全世界展现“雪上F1”的中国速度。

2 月 9 日开始的北欧两项男子个人标准台比
赛中，将首次出现中国选手的身影。2021年11月
举行的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比赛中，赵嘉文
在男子个人标准台+10公里越野滑雪比赛中发挥
出色，为中国队赢得一张珍贵的冬奥会入场券。

此外，在冬季两项、雪车、单板滑雪等分项
上，均有中国选手实现了参赛零的突破；越野滑
雪和高山滑雪分设 12 个和 11 个小项，中国队将
全项目参赛。

目前，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等13个小项，中国
选手尚未获得冬奥会入场券。资格积分赛结束后，
各国际单项组织还将对剩余名额进行再次分配。

顶尖高手云集 每战必然精彩

美国单板滑雪名将肖恩·怀特感慨：“我要感
谢中国，在如此艰难的时刻还能举办冬奥会。”2
月 9 日，这名 3 枚冬奥金牌得主将在单板滑雪男
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开启第五次冬奥征程。

北京冬奥会汇聚各国家（地区）代表队顶级运
动员，将为全世界奉献冰雪世界的激情与精彩。

2月8日和10日，首都体育馆将分别迎来花样
滑冰男子单人滑短节目和自由滑的比拼。日本名
将羽生结弦能否实现冬奥会三连冠、能否做出完美
的阿克塞尔四周半跳，都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但这
一次，羽生结弦还要经受考验，他的队友宇野昌磨、
美国名将陈巍等世界顶尖高手都将向他发起挑战。

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捷克姑娘莱德茨卡不
仅夺得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金牌，更是踏着
借来的雪板，夺得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冠军，
从而成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位跨分项夺金的女选
手。北京冬奥会上，这两个项目分别将于2月8日
和2月11日进行，莱德茨卡仍有机会续写精彩。

2 月 5 日，本届冬奥会的首金将在越野滑雪
女子双追逐 （7.5 公里传统技术+7.5 公里自由技
术） 赛场上产生。15天后，同样在越野滑雪赛场
上，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 （自由技术） 项目将决
定北京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的归属。

19天的较量，109个冠军，北京冬奥会，精
彩不缺席。

北京冬奥会竞赛日程发布
2月2日冰壶率先开赛，2月20日越野滑雪为大赛收官

本报记者 刘硕阳

日前，防风墙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亮相。防风墙
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减小大风对运动员的干扰，保证赛事正常运行。图为
1月19日拍摄的云顶滑雪公园防风墙。 武殿森摄（新华社发）

北京冬奥会发布遗产报告集
多项筹办成果已转化为现实遗产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李典、王沁鸥）《北京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 （2022）》19日在北京发布。

报告集包括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七个单
册，由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体育大学共同编制，反映了自2015年北京申
办冬奥会成功以来，筹办工作在促进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冰雪产业发展
与科技创新、社会文明进步、奥林匹克和冰雪文化普及推广、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主办城市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的遗产成果。

据介绍，创造丰厚的冬奥遗产，为主办城市和广大民众带来长
期、积极的收益，符合国际奥委会的改革精神，也是成功办奥的重要
标志之一。目前，北京冬奥会诸多筹办成果已转化为现实遗产，使广
大人民群众提前受益。

据悉，此次发布的是赛前遗产报告。北京冬奥会期间还将发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例报告集 （2022）》，后续还将
陆续发布赛后遗产报告，评估和宣传北京冬奥会的长期影响力和收益。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1 月 19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就汤加火山爆发造成严重灾害向汤
加国王图普六世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汤加火山爆发并引发海
啸等严重灾害，造成重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汤加
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汤是相互支
持、守望相助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为汤方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汤加人民战胜灾
害，重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汤加首相索瓦
莱尼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汤加火山爆发造成严重灾害
向 汤 加 国 王 图 普 六 世 致 慰 问 电

李克强向汤加首相索瓦莱尼致慰问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强调坚持严的
主基调不动摇，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坚持和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
验，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历史性、开创性成就”：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就催人奋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
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肯定成绩，振奋人心。

“既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慨而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冯务中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得到全面加强，反腐败斗争深入开
展，做到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打虎”“拍蝇”

“猎狐”成绩显著。
十年磨一剑。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心民心为之一振。

“讲文明，树新风，核心价值要牢记；遵民主，倡廉洁，主
持公道讲正义……”在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新明村的廉政文化
阵地，当地纪检小组成员罗建良指着挂在墙上的村规民约，细
数起十年来抓党风带政风促民风，村里悄然发生的变化。

移风易俗，民德归厚。“以前农村各种名目的酒宴层出不
穷，盲目攀比，铺张浪费，老百姓苦不堪言。”罗建良说，近年来，
村里将丧事简办、婚事俭办写入村规民约，党员干部带头，村级纪
检小组监督，邻里关系清清爽爽，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
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全面从严治党这张实
实在在的成绩单顺民意、得民心。”重庆市大渡口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李晓珂表示，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始终保

持赶考的清醒，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践行者。

“六个必须”“九个坚持”：

确保党的自我革命经验得到运用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
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
衰、不断发展壮大。

勇于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的长盛之道。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立

足百年党史，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
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深刻道理。

“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
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李冉表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根据形势发展和人民期盼不断审视自己，刀刃向
内，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丰富了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成果。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
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以雷霆之
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增强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必须’深刻阐释了坚持自我革命和
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联系和内在机理，对于实现新时代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甘肃省张掖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崔锦云表示。

对于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用“九个坚
持”作出了进一步阐释。

“‘九个坚持’闪耀着推进自我革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
学光辉。”杭州市余杭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代主任唐小辉对“九
个坚持”很有体会。他表示，作为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
员，对基层工作的薄弱环节和反腐败工作的严峻形势要有清醒

认识，深刻汲取党的自我革命的经验启示，以更好地应对风险
挑战、攻克问题难题。

“永远吹冲锋号”：

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新时代新征程蕴含更加艰巨的挑战，要求锻造更加坚强的
领航力量。

广东省茂名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重要讲话精神。

“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坚定自觉
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茂名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李长林说，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十九届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为重点，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严明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引导全市党员
干部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做到“两个维
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上。

“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徐俊感触很深。

“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根基，群众期盼就是正风肃纪反腐的
发力点，保障群众的利益就是一切工作的立脚点。”徐俊说，作
为基层纪委书记，要坚决践行人民情怀，发挥扎根基层、贴近
群众的优势，加强对党中央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各项政策落实
情况的监督。

辽宁省抚顺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智明对总书记强调
的“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印象深刻。他表示，我们将继续聚焦政府诚信、权力运用等方
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精准发力，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保驾护航，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黄玥、董博婷、张研、
齐琪、王君璐、刘良恒、周闻韬、吴振东、王博、李平、李雄
鹰、赖星、李铮）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