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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梦 再 出 发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侧记
■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高鹏

这是人们殷切期盼的一天——
如潮的掌声，在人民的殿堂一次又一次响起，凝聚起团

结奋斗向未来的力量。
2022年4月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约3000名为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出贡献的各界代表，齐聚在这座光
荣的殿堂，共同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二十大、信心百倍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刻，总结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的成功经验，隆重表彰先进典型，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春天的北京阳光灿烂，清风拂面。人民大会堂二层宴
会厅华灯璀璨，暖意融融。

表彰大会开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亲切会见受表
彰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代表、突出贡献个
人和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这是大家翘首以盼的一刻——10时07分，习近平总书记

健步走进大厅，现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总书记好！”大家热情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也微笑

着向大家挥手致意。
一声声问候，温暖人心。
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
看到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总书记微笑着说：

“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8年前，2014年索契冬奥会。”
“是的，总书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鼓励。”武大

靖激动地回答。
人们的思绪，又回到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支持北京

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重大决策。
从那时起，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整个申办、筹办、举

办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高瞻远瞩，掌舵领航。

8年多来，从出访期间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深谈，
到申办最后冲刺时刻录制视频为北京加油；

从5次专程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到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提出“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从一次次亲切看望勉励冬奥运动员、冬残奥运动员，鼓

励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到成功推动3.46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
非凡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共同走过；光辉的

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共同拼搏取得。
10时30分许，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正式

开始，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响。参加大会的北京
冬奥会单板滑雪冠军苏翊鸣心潮澎湃：“我仿佛又回到了站
在领奖台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

伴着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总书记等领导同志分别
向胸戴大红花的受表彰突出贡献个人和突出贡献集体的代
表颁发奖章、证书和奖牌。

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148个突出贡献集体、148名
突出贡献个人，受到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褒奖。

这是对一个个奋斗者、奉献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的褒扬。
“你的那个进球很漂亮。你们冰球队第一次参加冬

残奥会就拿到了奖牌，很棒。”在给国家残奥冰球队颁发
突出贡献集体奖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代表领奖的队长
崔玉涛说。
“没想到总书记对我们残奥冰球队这么了解。”崔玉涛

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一定要以总书记的关怀勉励为
动力，勇敢迎接新的挑战，不辱使命，争创佳绩！”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举办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

下推进的。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叠加的艰难时刻，是
领航者的远见穿透重重迷雾，是掌舵者的信心铸就破浪前行
的勇毅。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主动

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办赛和服务人民、促进发展相结
合——习近平总书记以4个“坚持”，总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成功举办的经验。
“我们坚信，只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决策部

署，发挥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没有
战胜不了的困难，完成不了的任务！”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在会上的发言，传递着冬奥会、冬残奥会
参与者们的共同心声。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讲话，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和举办过程中一幕幕经典的场景、一个个温暖的故
事、一段段奉献的佳话，又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激荡在人们
的心中——

当讲到“香喷喷的豆包”，生动而亲切的话语赢得全场热
烈的掌声。总书记脱开讲稿，笑着说：“谷爱凌是爱吃馅饼，外
国人还爱吃饺子。”现场再一次发出会心的笑声和掌声。

当总书记讲到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讲到
3.46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讲到疫情应对的金牌属于全体办
奥人员……会场内外无不感到自豪与振奋。

在北京冬奥会上夺得两金一银的谷爱凌，对总书记提到
她爱吃馅饼感到惊喜。“能让更多人认识中国的文化，我感到
特别荣幸。”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王睿 万红 吴巧君 陈
璠）4月8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
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参建单位中引发
热烈反响。大家见证表彰时刻，感受榜样
力量，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纷纷表示，要在
新的奋斗征程上，赓续北京冬奥精神，在
攻坚克难中逐梦笃行、在开拓进取中勇毅
奋斗，迎难而上，创造精彩未来。
作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能源

保供单位，天津石化圆满完成大赛所需
的燃料氢能、“-50号”低凝柴油和“京
VIB”95号汽油的生产保供任务，用洁净
能源为冬奥加油，彰显了“国之重器”的
央企担当。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代表、
党委书记王百森表示，“我们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胸
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
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加快打造技
术先导型世界一流环渤海炼化一体化产
业基地，在天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冬奥赛事精彩纷呈，爱国情怀充分
彰显。为冬奥盛会出力添彩，使命光荣。

天津港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物
资进境的重要海运口岸，此次优质高效
地保障了270批次冬奥物资的快速接卸
与转运。天津港集团副总裁刘庆顺说：
“服务保障冬奥是荣誉，更是责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给我们带
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今后，我们将以
更大力度打造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港
口，以更高效率、更优举措，更好地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我们制作的 3360块曲面玻璃用

在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上，这是企
业推行‘匠人精神’取得的成果，全体
职工都很自豪。”天津北玻玻璃工业技
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渊晰告诉记者，
“北京冬奥精神包含‘追求卓越’，‘追求
卓越，就是执着专注、一丝不苟，坚持最
高标准、最严要求，精心规划设计，精心
雕琢打磨，不断突破和创造奇迹。’我们
将以此为目标，把企业建设成为全球顶
级建筑高端玻璃专业供应商，为天津制
造业立市作出贡献。”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结出了丰硕成果，也激荡出
奋斗新时代的壮志豪情。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客户支援部技术

保障室主任陈骏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
回想起自己和同事们一起为冬奥安保奋战的日日夜夜，自豪
感与荣誉感涌上心头，“总书记的讲话，是对每一名冬奥服务
保障工作者的最高赞誉。我们要将冬奥精神转化为立足岗
位、创新奋斗的动力，以直升机技术的持续突破，助力国产航
空装备跨越式发展，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王睿

4月的滨城，暖意融融，充满生机。
昨天上午，一场“云签约”在这里准时启动。82个重点

项目应“云”而生，总投资580亿元的“大单”落地，为滨海新
区奏响一曲澎湃发展新动能的“春之歌”。
“滨海新区相关职能部门克服疫情影响，整合全区力

量，通过‘云招商’‘云对接’‘云洽谈’等方式，聚力招商引
资，同向发力。”滨海新区商务和投促局局长鲍健介绍，这些
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呈现出投资来
源地集中、产业吸附力强、大项目占比高等特点；从投资来
源地看，集中在我国三大经济带，其中京津冀地区项目占
51个，从产业类别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达57个，占比
超过69%。
埃克森美孚（天津）石油有限公司是埃克森美孚润滑油

业务在华北地区重要的生产基地。公司自1994年成立至
今，在助力天津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埃克森美
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亚润滑油运营业务总经理欧文谦
告诉记者：“这次签约的厂区提升改造项目，将结合埃克森

美孚现有产业基础，提升产品等级和质量，继续增加高端产品
的本地化生产和供应，更好地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高端润滑
油产品需求。”据了解，这对滨海新区加大引进外资、推动重大
实体项目建设，促进区域绿色石化产业链强链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中圣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拟在南港工业区投资建设中圣

新能源南港LNG冷能利用项目。中圣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宏新表示，项目依托南港工业区中石化和北京燃气
集团丰富的LNG资源、化工产业优势，打造世界级冷能梯级
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未来将形成集水、电、热、冷等于一体的能
源公用岛。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云签约”项目中，一些企业将总部

设在了滨海新区，其中，立和工贸拟将集团总部落户生态城，
并与一汽集团合作，投资3.2亿元建设集团总部基地及汽车零
部件智能工厂，预计投产后可带动700人就业。

鲍健表示，滨海新区商务和投促局将及时跟进项目需
求，通过招商引资联动机制、项目服务专班机制，加大对重
点项目的协调服务力度，让签约项目尽快落地、落地项目尽
快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按照全市“迎盛会、铸忠诚、强担
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部署，蓟州区迅
速行动，坚持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创新提出深
化“八个一”活动载体，高质量推动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
动工作开好头、起好步。
“首先，我们坚持顶层设计，高位推动，谋好篇布好局。”蓟

州区委组织部任胜东说，区委坚持把开展主题学习宣传教育
实践活动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主题主线，摆在突出位置，精心
谋划，统筹推动，形成了具有“蓟州特色”“蓟州味道”的实施方
案，为抓好主题活动打下坚实基础和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谋篇布局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创新载体，突出特色，务求

活动实效。”任胜东介绍，结合市委部署的10项重点任务，围
绕深化“初心印蓟”活动，蓟州区制定了实施方案，创新提出
“八个一”活动载体，即突出一条主线，扎实开展对党、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忠诚教育；接受一次思想洗礼，更加坚定捍卫“两个
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锤
炼一次党性，精心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和专题党课；开展一系列
活动，营造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树立一种导
向，以实干担当推动蓟州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打响一个特色品
牌，推动“初心印蓟”活动走深走实；建强一个堡垒，持续推动
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推动一百项工作，以时代担当
彰显蓟州之为。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生效实施3个月来，许多进出口企业获得了
“真金白银”的实惠。记者从天津海关、市商务局日前联
合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第一季度，天津口岸
RCEP项下享惠进口货值达8.2亿元，累计享受关税减让
1372万元。出口方面，天津海关共签发RCEP原产地证
书688份，涉及货值2.39亿元；市贸促会为我市企业出具
RCEP原产地证书480份，涉及出口金额2.08亿元。

截至目前，RCEP已对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在
内的12个缔约方正式生效。天津海关副关长刘辉介
绍，一季度，天津口岸RCEP关税减让政策利用水平逐
步提升，RCEP项下享惠进口货值月平均增长79%，进
口企业享受的关税减让月均增长160%；同期，天津海
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数量也稳步提高。统计显示，天
津口岸进口享惠货物主要为无缝钢管、基础油、汽车用
直流电机等，出口签证商品主要为塑料制品、化工产品
和无纺布等。

此外，RCEP关税减让的受益面不断扩大，一季度，
天津口岸RCEP进口享惠税号数量和进口企业数量月平
均增幅均达到83%，向天津海关申请相关原产地证书的
出口企业数量月平均增长11%。

通过RCEP，中国与日本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
排，目前天津口岸RCEP项下九成以上进出口享惠货物
属于中日间贸易。自2月1日RCEP对韩国生效以来，自
韩国进口的RCEP原产货物也在不断增加，3月份享惠
货值环比增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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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迎盛会”主线

深化“八个一”载体
蓟州区推动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开好头起好步

580亿元“大单”落地
滨海新区82个重点项目应“云”而生

RCEP生效3个月

天津口岸进口货物

享关税减让超13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了第十
批33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生物医药·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至此，我市累计建成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12家，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是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的

重要载体和制造强国建设的支撑力量，近年来，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深入贯彻“制造业立市”决策部署，围绕构建“1+3+4”现
代工业产业体系，以布局集中、产业集聚、集群发展为导向，以
建设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为抓手，着力增强产业集聚度
和关联度，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向重点区域集聚发展。

此次入选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生物医药类企业
400余家，2021年全区生物医药产业完成产值404.6亿元，同

比增长46.9%，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四成以上，全区生物医药
产业形成了覆盖生物制药、化学药、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医
药研发外包服务、数字医疗、中药和天然药物等门类的完整产
业体系。目前，区内聚集了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研究机构30
余家，包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家、市级工程中心12家。
据了解，市工信局发挥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政策作用，累计

支持经开区392个项目，支持资金近10亿元，涉及企业智能化
升级、工业互联网、新兴产业发展、绿色制造、研发创新能力、
大数据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

生物医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新一批国家级产业示范基地

我市建成12家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交通运输部：保障货运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严禁在高速主线设置防疫检测点

崔玉涛（右）
2021年9月17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发布。 新华社发

武大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