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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带队前往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开展送温暖工作

以贴心暖心服务为广大职工
送 去“ 娘 家 人 ”的 温 暖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在河北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拼搏奋斗汇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誓师动员
大会召开之际，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代表全
总到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开展送温暖工
作。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魏地春，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
会专职副主席韩子荣，河北省委常委、
张家口市委书记武卫东，河北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晓东
一同参加。

陈刚一行调研考察了张家口颁奖
广场、冬奥村和冬残奥村、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赛区气象中心及云顶滑雪公
园，认真听取建设和运行情况并看望
慰问一线职工。

陈刚指出，办好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在冬
奥会筹办的过程中，广大职工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为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建设运行、服务保障作
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冬奥会即将
开启赛前闭环管理，各级工会要做实
做细服务工作，重点关注奥运场馆运
行保障一线职工的所忧所盼、思想状
态，强化人文关怀，履行基本职责，为
一线职工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
各级工会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以贴心暖心的服务，
为奋战在寒冬腊月、坚守平凡岗位的
广大职工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工
会组织的温暖。

河北日报讯（记者寇国莹）2021年
12月31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葛
海蛟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保
定调研河长制工作落实和节日市场供
应、景区安全、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采取精准有
效措施，加强河湖保护管理，全力保障
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和景区安全。

在潴龙河高阳县莘桥大桥段，葛
海蛟察看潴龙河引蓄水情况，现场召
开会议听取保定河长制工作落实情
况。他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各级河长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
落实管河治河政治责任，着力抓好河
道整治、生态补水、水污染治理等工

作，加快推进水域连通等重点项目建
设，健全巡河检查、考核问责机制，持
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葛海蛟实地检查了未来石万达广
场市场供应、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安全
开放管理、疫情防控情况。他要求，要
加强重点生活必需品调运储备，强化
质量和价格监管，满足人民群众生活
需要。要推动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
馆高质量发展，在加强利用中做好文
物保护，切实让“文物活起来”。要精
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完善登
记查验制度，强化冷链食品和进口食
品全链条闭环管理，深化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确保节日期间商贸流通
和文旅场所安全万无一失。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2021
年12月31日，副省长袁桐利主持召开
省应对疫情工作视频调度会，安排部
署元旦春节期间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袁桐利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做好“两节”期间疫情
防控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站在当好首都政治“护城
河”、保障冬奥会顺利举办的政治高
度，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侥幸心理，切实抓好“两节”疫
情防控，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各项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袁桐利强调，要切实加强风险排
查管控，运用大数据排查、城乡社区排

查、医疗机构筛查等方式，抓好“四类
人员”排查和过节返乡人员管理，坚决
做到应查尽查、应管尽管。要严格落
实“人、物、环境”同防措施，依规实施
入境人员闭环管理和进口冷链食品、
集装箱货物全链条监管，守牢境外输
入关口。要加强重点区域防控，突出
冬奥会举办和“两节”特点，抓好张家
口赛区、旅游景区、交通场站、学校等
区域和场所防控工作，严格落实防控
措施，确保不出问题。要落实“四方”
责任，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值班值守，
做好宣传引导，为冬奥会成功举办、群
众安全祥和过节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还对当前安全生产、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进行了部署。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雪）2021
年12月30日，省政协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总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和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精
神，传达学习河北省党史学习教育总
结会议精神，对省政协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总结。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
记梁田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冉
万祥主持会议，副主席边发吉、苏银
增、王宝山、常丽虹和秘书长陈书增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着眼开创事
业发展新局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年来，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委第

六巡回指导组指导下，省政协党组认
真履行政治责任，精心谋划安排，及时
推进落实，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和政协
委员用心用情学党史，学深悟透新思
想，办好实事好事，着力提质增效，做
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
推动理论武装有了新提升，凝聚共识
取得新成效，群众路线走深走实，政协
事业发展呈现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央精
神和省委要求，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持之
以恒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积极推
进协商民主建设，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推动政协工作新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讯
员岳阳、朱啸龙）2021 年 12 月 31 日，
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路（以下
简称“津兴铁路”）跨廊沧高速连续梁
合龙，标志着津兴铁路全线13处跨越
公路、铁路、既有沟渠、油气管线的特
殊孔跨连续梁全部完成合龙，为2022
年全线铺轨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
基础。

津兴铁路工程东起天津西站，西
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站，全线长度
100.79 公里，共设 6 站，包括天津西
站、胜芳站、安次站、永清南站、固安东

站、大兴机场站。其中，天津西站至胜
芳站利用既有津保铁路；胜芳站至固
安东站为新建线路，长度47.17公里；
固安东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站利用京
雄城际铁路。新建线路设安次站、永清
南站2 座车站，改建既有津保铁路胜
芳站，同步建设永清西线路所1座，新
线设计时速250公里。

津兴铁路是连接天津市、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和北京市区的重要干线，
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
京津冀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发展。

葛海蛟在保定调研检查时强调

细化落实河长制工作措施
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

袁桐利在省应对疫情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

精准施策 严密防范 全力做好
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省政协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津兴铁路全线特殊孔跨
连 续 梁 全 部 合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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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2021年
12 月 31 日，北京冬奥会文化活动重点
项目、崇礼冬奥核心区首个大型文化展
示活动——“冰雪·双城·盛会——从
1202到2022”主题展览在张家口市崇礼
区太子城遗址陈列馆开展。

本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省人民政
府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文物局协办，张家口市人民
政府、崇礼区人民政府承办，在展示中
华文化的同时，也是我国推动文物保护
与冬奥赛事有机结合、打造奥运文化遗
产的新尝试。

800多年前，金王朝迁都至燕京（今
北京）后，在崇礼太子城营建“泰和宫”，
1202 年就作为皇家游牧射猎时的行
宫。太子城南拱京师，北控朔漠，与燕
京山水相连、人文相通、血脉相融，在历

史上共同书写了“双城”故事。为配合
北京冬奥会筹办，2017年以来，我省组
织省市区联合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开
展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护城河、宫殿
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2019年太子城
遗址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并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次展览包括约土为城、盛治文
华、竞逐随风3个单元，汇集了北京、河
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省市
区以及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文博单位馆藏精品
138件（套），涵盖陶瓷、玉器、铜器、金银

器、雕塑、建筑构件等，以时空对话的形
式，系统展示太子城建造、宋金时期社
会生活、各民族融合发展、中外文明交
流互鉴历史，讲述“双城”故事，传播中
华文明，助力北京冬奥。

展览通过展示手段创新，深入挖
掘太子城遗址价值内涵，讲好北京、
崇礼“双城”故事，努力向世界展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和当代文物保
护成果，为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贡献
文化力量，阐发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兼容并包的精髓特质，结合现代奥林
匹克精神，传播中华文明，深化国际
交往。

河北日报讯（记
者赵瑞雪）2021 年 12
月 31 日 ，“ 相 约 北
京 ”系 列 测 试 赛 和
测试活动的最后一
项——为期4天的冬
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在张家口赛区古杨
树场馆群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结束，中心
的场馆保障水平获
得参测的打蜡师和
试滑员肯定。

本 次 训 练 周 共
有来自8个国家和地
区奥委会的 26 名参
测人员，以及 1 名外
籍专家参与测试，对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的赛道、靶场、打蜡
房等相关设施，以及
电力、技术、医疗、志
愿者等 17 个领域的

工作进行了检验。
“通过训练周的测试结果来看，无

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保障都是良好
的，打蜡师和试滑员对于场馆流线设置
的流畅度以及雪道、雪面的准备程度等
都很满意。”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管
理经理郝爽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
总结训练周的成功经验和发现的问题，
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积累宝
贵经验。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运行秘书长
董蕊表示，训练周对于后期演练工作的
开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训练周中
发现的场地、设施使用方面的问题，也将
在后期进行完善。场馆接下来的工作重
点是继续开展演练工作，不断细化各个
领域的工作流线，同时配合奥林匹克广
播服务公司（OBS）和欧米茄（OMEGA）
的施工、技术人员等赛前来华人员开展
相应工作，确保在赛前全面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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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双城·盛会——从1202到2022”主题展览开展

河北日报讯 “我们唯有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
表了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在全省广大
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无数追梦人正在奋斗奉献，我们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毅前行、拼搏奋斗，汇
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
必行之。”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透出的
浓浓民生情怀，令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佳杰倍感亲
切。徐佳杰说，2021年8月24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考
察，总书记对老人的方方面面都细致入
微倾心关注，并就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
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作出重要指示。作为基层干部，我们一定
牢记嘱托，用心用情用爱照顾好社区每
一位老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为居
民提供更贴心的服务，把党的关怀传递
给每个人。

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就要开幕了。“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
说，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我
们全体志愿者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
貌、细致周到的服务态度，精益求精地做
好志愿服务工作，为向世界奉献一届奥
运盛会贡献我们的力量。”张家口冬奥村
（冬残奥村）志愿者经理白金表示。冬奥
会举行期间，正值农历春节。眼下的张家
口城区，主要街道挂满红灯笼，树枝上装
扮了彩灯，透出浓浓的年味儿和迎冬奥
的喜悦。“我和姐妹们精心编排了舞蹈，
大家热情很高涨，都想舞出冬奥旋律，为
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我们一定当好东
道主！”张家口市民王雪梅激动地说。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让大家过
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
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为我们鼓了劲
加了油，我们一定进一步唱响‘团结就是
力量’，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加油干。”平
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
说，2021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
村里全体党员回信，勉励大家把乡亲们
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近
一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指引下，北庄村全体党员干部和乡亲们
一起，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构建以红色旅游为
主，休闲农业、家庭手工业、光伏发电等
为补充的产业体系，让乡亲们都参与进
来，凝聚到一块儿，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刚刚过去的2021年有很多难忘的
中国声音、中国瞬间、中国故事，我很庆
幸我是其中的参与者、亲历者。”河北师
范大学商学院 2019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学生曹一迪说，聆听了习近平主席新
年贺词，更加坚定了努力奋斗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新的一
年里，我会牢记嘱托，秉承“怀天下、求真
知”的校训，继续以无数奋斗奉献的追梦
人为榜样，立足实际，立足社会，立足人
民需要，贡献师大学子的青春力量。

2021年12月31日19时45分，雄安
新区启动区 128 项目现场温度已到冰
点，项目部会议室内暖意融融。中交一公
局集团启动区128项目经理张国呈收看
新年贺词后一直心绪难平。“我感到有一
股力量在激荡，党的百年成就使人振奋，
作为一名雄安新区的建设者，见证着雄
安画卷徐徐铺展，我非常自豪。”张国呈

说，启动区 128 项目是新区骨干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他们将按照新区
总体建设时序，坚持创造“雄安质量”，树
立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充分展现

“精致细腻、整洁有序”的城市良好形象，
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出贡献。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感慨系之，历
史征程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
万人民经千难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
志不渝，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的这些话直抵人
心，让邢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薄国
纯倍感振奋。“邢台市委始终把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立足实
际、守正创新，做到了聚焦重点学党史、
丰富形式悟思想、创新载体办实事、凝
心聚力开新局，持续有力有效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心走深走实。”他表示，新的
一年，邢台将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常
态化、长效化机制，把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
省委要求上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记者尉迟国利、陈华、
郭晓通、任学光、马利、张伟亚、邢云）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董昌）
“咔嚓！”2021年12月31日8时，随着快
门声响起，市民王汝春用相机记录下石
家庄湛蓝的天空。每天拍摄石家庄空
气质量变化，王汝春已经坚持了 8 年
多，“刚刚过去的一年，拍摄‘天空日记’
的最大感受就是蓝天越来越多了！”

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办
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年，该市共
收获240个二级及以上优良天，比2020
年增加了 35 天；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退出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排名“后
十”，改善幅度居全国前列。

2021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在省生态环境厅精心帮扶指导下，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从全局战略高度和民
生角度出发，统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持从平
常、日常、经常抓起，健全完善全网格
化环境监管等制度化保障；坚持精准、
科学、依法治污，不断优化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以问题精
准、节点精准、区位精准、对象精准、措
施精准，实现全天候无缝隙监管；坚持
热情帮扶与严格执法并重，寓监管于
服务之中，坚决打击纠正各类环境违
法行为。

治理污染，贵在精准。在石家庄
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市大
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专家组组
长王春迎每天早上都会盯住全市空

气质量决策指挥系统大屏幕，认真查
看空气质量情况。“通过实时信息，发
现哪个区域数据高了，可以迅速锁定
污染源，及时反馈给环境执法部门进
行处理。”

“运用科技手段，建立起精准高效
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是石家庄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的一把利器。”石家庄市大
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陈济群介绍，空气质量决策指挥系统收
集了环境质量、移动源等各类数据资
源，汇集261个乡镇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站、472 家涉气企业、2153 辆渣土车、
529套高清+红外公共视频点和在线雷
达实时预警，为治理手段提供重要决策
支撑。

石家庄市结合本地产业结构特点
采取差异化管控，对A级企业和引领性
企业，最大限度保障正常生产，对“正面
清单”企业，在排放达标基础上保障正
常生产。

按照“减总量、控扬尘、管夜间、削
高值”的总体要求，石家庄市瞄准重点
时段、关键节点，以工业企业减排、排污
许可证监管、“散乱污”整治回头看等为
重点，坚持帮扶指导，帮助企业提升治
污水平。

“我们将继续科学精准实施大气污
染防治，巩固好治理成果，稳定改善空
气质量，让蓝天白云、群星闪烁成为常
态。”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马玉辰说。

石家庄2021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退出全国“后十”
全年收获240个优良天，比2020年增加35天

新华社北京12月 31日电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
31日在京亮相，这款由中国运动品牌安
踏精心设计打造的“冠军龙服”以红白
两色为主色，科技含量高，兼顾超轻保
暖等特点。

据悉，安踏已经连续7届奥运会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打造领奖服，并持续进
行设计语言和运动科技上的升级。北
京冬奥会“冠军龙服”传达的理念是“世
界共荣”，体现在设计语言上，即用清晰
的红色线条相汇于中轴线，寓意五洲四
海的伙伴相汇于中国。此外，领奖装备
的科技属性同样出色，兼顾轻量性的同
时实现了零下20℃超轻保暖。领奖鞋

采用氮能科技和足弓内嵌碳板支撑，结
合便捷的 BOA 系带系统，兼顾舒适性
与便捷性。

活动现场，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领奖服设计师叶锦添、前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奥运冠军韩晓鹏、速度滑冰
名宿叶乔波、体操奥运冠军邹敬园共同
见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装备亮相。

除“冠军龙服”外，当日活动现场亮
相的还有短道速滑、速度滑冰、钢架雪
车、冰壶等项目中国运动队的比赛装
备。其中短道速滑比赛服采用最新的
360度全身防切割技术，防切割强度是
钢丝的15倍，剪刀划不破，安全性能获
得更大的提升。

都灵冬奥会冠军韩晓鹏接受采访
时表示：“短道速滑是我们的传统优势
项目，（中国获得的）13枚冬奥会金牌中
有10枚来自短道速滑项目。今天的短
道速滑比赛服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减
阻科技的助力下，相信运动员们会完成
新的突破。”

另据介绍，钢架雪车、速度滑冰等
项目的比赛装备应用多项减阻降阻、防
水透湿科技，并且每套比赛服均根据运
动员的动作习惯为其量身定制版型，根
据运动员肌肉线条比例确认剪裁分割
线，经过多次版型调整，保证服装与运
动员身体高度契合，助力运动员提升赛
场表现。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领奖服“冠军龙服”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