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是
中国队在冬奥会上的夺牌点之一，两
届世锦赛冠军蔡雪桐以及平昌冬奥
会该项目银牌得主刘佳宇都有不俗
实力。尤其是蔡雪桐，本赛季此前在
美国的两站世界杯比赛中，收获一金
一银，竞技状态良好。

当天的资格赛，蔡雪桐凭借第
一滑的86.20分直接锁定了一个决

赛席位，第
二滑出现失误
只 获 得 21.20
分。而刘佳宇则
在第一滑出现失误
后，在第二滑顶住压力拿到 76.60
分，在所有8名晋级决赛的选手中
排名第七。另一位中国选手武绍桐
以第五名的身份晋级。

此外，平昌冬奥会冠军、美国名
将克洛伊·金以及本站赛事的卫冕
冠军、西班牙老将克拉尔特·卡斯特
列特等也纷纷晋级。

男子方面，刚刚在美国猛犸山
站比赛中夺冠的日本选手平野步梦
与奥地利名将詹姆斯分别排在两个
小组的头名晋级。中国队的王梓阳
颇为遗憾，根据规则，男子资格赛分

为两个小组比赛，每组取前六名晋
级决赛。王梓阳在第一组仅以0.6
分之差遗憾错失前六，而他的78.60
分在第二组可以排到第三名。

当天还进行了坡面障碍技巧项
目的男子资格赛，中国选手苏翊鸣
排名小组第7，晋级半决赛。

（新华社拉克斯1月13日电 记
者肖亚卓 陈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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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中国结矗立天安门广场

10个冬奥主题花坛
即将亮相北京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赵旭）随着春节和冬奥会临
近，镶嵌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
及冰雪元素的巨型中国结已矗立在
北京天安门广场，该中国结为“精彩
冬奥”主题花坛的主体部分。

记者14日从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
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和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北京在天
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等10个点位
布置冬奥主题花坛，预计1月20日
全部完工亮相。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北京在全市范围内选定了天
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北京奥林匹
克公园玲珑塔南侧、石景山八角桥
西南角、延庆妫川广场南入口等10
个点位布置了主题花坛。

其中，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
“精彩冬奥”主题花坛，花坛顶高
17米，以中国结为主景，结合冬奥
会会徽以及冰雪元素，传达对北京
冬奥会美好祝福。花坛底部直径
38.6米，为五环环绕在一起并嵌有
雪花图案，寓意五洲同庆冬奥会，
可抗12级大风。冬残奥会期间，
将把冬奥会会徽更换为冬残奥会
会徽。

除花坛外，截至目前，北京市园
林绿化部门已为此次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整治绿地1900余万平方米，增
种常绿油松、彩色观枝、观叶、观果
植物等超367万株，全面提升北京
冬季的城市景观品质。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
的根本性问题。“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
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
题、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作了全
面总结。”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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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
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
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
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
入学习、全面领会”。

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
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
业就大有希望。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
确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实
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面
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
战，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
向战略进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我们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划分三
个世界的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
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党
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制定了到
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和
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统筹把
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要坚持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出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百年
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
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书写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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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强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领导；
正确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决策。党
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年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
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
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
所罕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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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
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
重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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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
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
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充分证明，
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
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
作用。百年党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
示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是党在重大时刻凝聚共识、果断
抉择的关键，是党团结统一、胜利前进
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一个
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
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
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战略是从
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
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
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
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把
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
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
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这
就要求我们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
定力，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

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把
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
来，因应情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
策略，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增强工作
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各地区各
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
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党中央作
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
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
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
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
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高瞻远瞩、见微知
著，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
题，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
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在新的伟
大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坚
持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把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奋力创造新的时
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1月14
日，第三十五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工
作主线，坚持守正创新，发扬斗争精
神，聚焦重点难点，提高治理效能，着
力营造天朗气清、昂扬向上的社会文
化环境。

黄坤明指出，过去一年“扫黄打非”

工作求实求新、有力有效，为庆祝建党
百年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今
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做好“扫黄打
非”工作意义重大。要强化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统
筹做好打击、防范和治理工作，坚决守

住政治安全底线、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
涉黄涉非热点问题，严厉打击网络淫秽
色情信息、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和信
息，大力扫除各类文化垃圾，坚决斩断
不良内容和有害信息接触影响未成年

人的途径，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网络环境。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思维，
推动完善法律制度、健全行业规范，不
断提高法治化工作水平。

会议表彰了2021年全国“扫黄打
非”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黄坤明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紧扣主线 聚焦重点 扎实做好“扫黄打非”工作

新华社北京 1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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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下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结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结业式并作总
结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研讨班开班式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加深对“两个确立”
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更好落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重要要求，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
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研讨班期间，全体学员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结合实际深入研讨交流，加深了

对全会提出的重大思想观点、重大论
断、重大部署的理解，进一步统一了思
想、凝聚了共识，增强了做好工作、履
职尽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业式
上，研讨班10名代表发言，汇报交流
了学习收获。

王沪宁表示，党史学习教育是
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引向深入。要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
抓在经常，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抓起，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
制。要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更加坚
定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
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实效体现在推

动发展的良好业绩和为民服务的实
际行动上，落实好党中央关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抓好全社
会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史在
教育人民、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
用，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陈希主持结业式，丁薛祥、杨晓
渡、郭声琨、黄坤明、尤权出席结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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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

走近冬奥

聚焦疫情防控

珠海新冠病例增至7例
初筛为奥密克戎病毒

新华社广州1月14日电（记者王浩明）记者
14日从珠海市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当日珠海报告7例新冠肺炎核酸阳性病例，
基因测序初筛判断为奥密克戎病毒。

据介绍，7例阳性病例中1例为确诊病例，6例
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珠海正在进行全民核酸检
测。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
日发布通告，根据珠海市及周边地市疫情防控发展
形势，为进一步精准科学、从快从严控制疫情传播，
严格全市交通出行有关事项，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
开珠海、不出省。确需离开珠海的，须凭粤康码绿
码，并持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香港新增9例确诊病例
年宵花市等新春活动取消

据新华社香港1月14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卫
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4日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香
港新增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同时，特区政府
宣布现有社交距离措施延长14天，年宵花市等新
春活动取消。

据悉，当天公布的9例确诊病例中6例为输
入病例，另有少于10例初步阳性病例。目前，香
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025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天宣布，原定
于本月20日结束的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将延长14
天至2月3日，即农历大年初三。在此期间，年宵
花市、新春市场以及香港旅游发展局筹备的新春
活动将取消。

第二次全员核酸筛查共检出
44例阳性感染者

天津为何要开展
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天津1月14日电（记者郭方达 张
建新）14日，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在
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全员核酸筛查中，共检出阳性
感染者44例，其中32例来自集中隔离点，12例来
自疫情封控和管控区，其余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天津将于1月15日7时起在全市范围开展第三轮
全员核酸检测。为什么要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
测？在天津市疫情防控第168场新闻发布会上，
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韩金
艳回应说，这是从天津市奥密克戎本土疫情防控
的需要考虑，控制好疫情，也是为了更好保障市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韩金艳表示，首先奥密克戎病毒隐匿性强、传
播性强，通过两轮筛查，特别是重点地区筛查，从
总体上看，基本上控制了奥密克戎在社会面上的
传播。“为了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尽早发
现每一个可能风险人员，我们必须要开展第三轮
全员核酸检测。”

其次因为冬奥会在即，天津需要承担很多冬
奥会的保障任务，做好疫情防控，保障举办地安全
势在必行。

其三，春节即将来临，春运人口流动可能增大
疫情传播风险，“我们希望大伙可以平平安安地回
家，保证整个国内环境的安全，也不要让春运人员
的大量流动把疫情输出到全国其他地区。”

1月14日，乘坐专列返回西安的学生在西安
北站出站口核酸检测点接受检测。

考虑到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和实际需求，1
月14日，陕西开行新年首趟点对点高铁学生专
列，专门运送约400名在陕西汉中市上学的学生
返回西安家中。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陕西：

点对点专列运送学生回西安

新华社伦敦1月13日电（记者
张薇）“英国体育”13日发布预测，表
示英国代表团有望在北京冬奥会上
摘得3到7枚奖牌。

“英国体育”是专门负责对英国
的奥运和残奥项目进行资金分配的
机构，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家彩票和政

府拨款。该机构13日表示，预计将
有70余名英国运动员在未来两个月
参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较
量。根据收集的信息，他们认为英国
选手有望在北京冬奥会上夺取3到7
枚奖牌，在北京冬残奥会上斩获5到
9枚奖牌。

“英国体育”表示，在北京周
期，他们向相关冬季项目投入2700
万英镑（1 英镑约合 8.72 元人民
币），另外还有 500 万英镑通过运
动员表现奖励计划直接用于支持
相关选手。此外，他们于去年秋天
设立了专项基金，对更多项目的备

战予以支持。
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英国

派出59名选手参与11个项目的较
量，已经是该国冬奥史上最大代表
团。他们总共取得1金 4铜，其中
金牌出自卫冕女子钢架雪车的亚
诺德。

“英国体育”预测

英代表团北京冬奥可能收获3到7枚奖牌

单板滑雪世界杯：

中国女队三人晋级
U型场地技巧决赛

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一站单板滑雪世界
杯比赛13日在瑞士著名的滑雪胜地拉克斯揭
开战幕。在首日举行的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中，中国女队表现出色，蔡雪桐、武绍桐以及刘
佳宇3名队员闯进决赛。

大连排查13759人
目前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新华社大连1月14日电（记者蔡拥军 张博
群）来自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第四
次会议的消息，12日发现2例奥密克戎阳性感染
者之后，到14日14时，大连排查密切接触者49
人、次密接443人，其他风险人群13267人，根据
风险等级进行分类管控，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
和健康监测，按照管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疫情发生以来，大连市立即启动“流调组+转
运组+隔离组”多方联动、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
运用流调追查、大数据推送、协查推送等手段，提
级扩面、应隔尽隔，对排查出的密接人员、重点人
员等进行分级精准管控。

1月 13日，蔡
雪桐在U型场地
女子组比赛中。
她以第二名的成

绩晋级决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