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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北京第13届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

代表团奋勇争先，夺得18枚金牌、20枚银
牌、23枚铜牌，在金牌榜、奖牌榜居第1位，
取得了我国参加冬残奥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为成功举办北京
冬残奥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中央、国务院
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在本届冬残奥会上，你们牢记党和人
民嘱托，发扬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
全项参赛、勇于超越，自强不息、团结拼搏，
奏响了坚韧不屈、乐观进取的生命凯歌，实
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你们以

实际行动落实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
干净的金牌的要求，同世界各国各地区残
疾人运动员互相学习，友好交流，共享盛
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残疾人的精神
风貌。你们的出色表现充分体现了中华体
育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权保障与国家
发展的成绩，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
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凝心
聚力、团结奋斗注入了精神力量。祖国和
人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

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望
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继续发扬残疾人体育的光荣传
统，心系祖国，拼搏奋斗，再创佳绩，推动我
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鼓舞和激励广大残
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勇于面对挑战，
积极康复健身，书写精彩人生，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2年3月13日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致北京第13届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抓好“三农”工作是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前提和基础。在外部环
境复杂多变、RCEP协定正式生效、农
产品竞争压力明显增加、生物安全风险
加大等形势下，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好2022年全
省“三农”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安全和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统筹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保持农业农村发展
的良好势头。

一、不折不扣完成“三
农”底线任务

（一）完成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
任务。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良种良法
推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407.2万亩，
产量29亿斤以上。健全农民种粮收
益保障制度，发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撬动作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落
实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深入推进产运
储加消全链条节粮减损，强化粮食安
全教育。完善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划
定工作，加强胶园管护，改造老残低产
胶园2万亩。

（二）推进海南种业振兴。制定
《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2021—
2030年）》。加快南繁硅谷“一城两地
三园”建设，搭建国家种业重大科研设
施平台，加快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建设，
全力支持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种源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南繁科技城为
主体，推进陵水安马洋、乐东抱孔洋

“一体两翼”南繁种业发展。加强农业
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新建国家热带野
生稻种质资源圃。深入推进第三次畜
禽遗传资源普查和第一次全国水产养
殖种质资源系统调查。加大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种业领域侵
权套牌、制售假劣种子等违法行为。
举办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
论坛。

（三）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精准确定监测对象，将有返贫致贫风
险和突发严重困难的农户纳入监测

范围，简化工作流程，缩短认定时
间。针对因病因灾因疫等问题新增
的监测对象，要及时落实医疗保障、
社会救助等帮扶措施，确保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强化监测帮扶
责任落实，加强针对性帮扶，确保工
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巩固提
升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完善“六带动
全覆盖”联农带农机制，提高脱贫人
口家庭经营性收入。加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项目库建
设，扩大项目储备数量及资金规模，
加强项目论证，提高项目入库质量。
加强产业指导，引导市县建立健全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探索
建立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用于
产业发展的中央衔接资金占比不少
于55％且不低于2021年。巩固和扩
大光伏扶贫工程成效。开展资产收
益帮扶试点，探索建立扶贫项目资产
收益帮扶机制。

（四）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
硬措施。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
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实行
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全面推行耕地保

护“田长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由
省和市县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
开展“十三五”市县耕地保护责任目
标考核。落实耕地“进出平衡”，进一
步规范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工作，
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
不降低。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明
确耕地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重
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
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引导新发展林
果业上山上坡。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强化耕地用途管制，加大耕地执
法监督力度，稳妥有序开展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试点，巩固“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成果。巩固提
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落实
工商资本流转农村土地审查审核和
风险防范制度。

（五）完成高标准农田及农田水利
建设任务。研究制定高标准农田建
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撂荒耕地整
治五年行动方案。总结推广2021年
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经验，建设高标
准农田26万亩。强化高标准农田建
设调度，定期对排名末位的市县进行
通报。 下转A05版▶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罗霞）3
月13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倒
计时30天暨“消博号”首航仪式在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举行。全球首架消博会主题
彩绘飞机——中国南方航空“消博号”亮
相，并成功执行广州至海口的首航航班。

10时20分，“消博号”顺利抵达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旅客们走下飞机有序离
开。该彩绘飞机由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与消博会指定航空承运商中国南方航空
联合推出，将作为消博会的“空中信使”，
开展一系列传播活动，将海南风貌与消博
情怀传递给旅客。

“消博号”彩绘飞机选用了南航旗下的空
客A321型飞机，采用整机喷漆技术，喷涂颜
色以消博会主题色调粉色、紫色和蓝色为
主，展现着海南的开放情怀，也寓意着消博
会迎接全球企业和消费者。 下转A02版▶

3月13日，全球首架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主题彩绘飞机——南航“消博号”顺利
抵达海口。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北京2022
年冬残奥会闭幕式13日晚在国家体育
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出
席闭幕式。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在成功举办
北京冬奥会之后，北京冬残奥会以出色
的赛事组织、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人性化
的服务，赢得了运动员、教练员和国际社
会广泛赞誉。过去9天，来自46个国家
（地区）的近600名残疾人运动员享受激
情、奋勇拼搏，展现了自强不息、乐观进
取的精神。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8枚
金牌、61枚奖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

首位，创造了参加冬残奥会以来的最好
成绩。

夜幕下的国家体育场流光溢彩，充
满着依依惜别的浓浓情谊。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乐曲声
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帕森斯等走
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
热烈掌声。

伴着优美的音乐，闭幕式开场表演
《高光时刻》开始。体育场中央的巨幅地
屏上呈现出一部留声机，残疾人和健全
人表演者共同缓缓推动唱针，闪耀着金
色光辉的唱片旋转启动。9天比赛的精
彩瞬间一一浮现。

全体起立。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留声机上的金色唱片变幻为璀璨星

河中的蓝色地球。各参赛代表团旗帜入
场，色彩斑斓的旗帜汇聚成欢乐的海洋。

2位新当选的国际残奥委会运动员
委员会委员来到场地中央，向6名北京
冬残奥会志愿者代表献花致敬，感谢志
愿者们的辛勤付出。大屏幕上呈现志愿
者热情周到服务的感人画面。

柔美的音乐响起，由残疾人和健全
人演员共同表演的《爱的感召》，深深触
动着人们的心灵。残疾人大提琴演奏者
奏响国际残奥委会会歌，国际残奥委会
会旗徐徐降下。

国际残奥委会会旗交接仪式开始。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挥动国际残奥委会会
旗，交给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帕
森斯将会旗交给下届冬残奥会主办城市
意大利米兰市副市长斯卡武佐和科尔蒂
纳丹佩佐市市长盖迪纳。

现场唱响意大利国歌，升起意大利
国旗。大屏幕上播放下届冬残奥会主办
城市短片《我们是光》。

随后，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致
辞。他说，在这令人难忘的9天里，来自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用坚强意志实现残
奥梦想，展现了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平
等自强的生命尊严、顽强拼搏的精神力
量，让全世界领略到冬残奥会的独特魅
力。残奥大家庭成员团结协作，媒体精

心转播报道，向全球呈现了精彩的残奥
运动。感谢全体服务保障人员，大家的
努力成就了冬残奥会的简约、安全、精
彩。我们将继续发扬“勇气、决心、激励、
平等”的残奥价值观，携手推动残疾人事
业实现更大发展，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致辞。他
表示，北京冬残奥会令人惊叹、安全可
靠、精彩非凡，为未来冬残奥会树立了标
杆。祝贺中国成为冬残奥运动强国，感
谢北京冬奥组委、中国残奥委会、中国政
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最后，帕森斯宣布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并号召运动
员们4年后在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再
次相聚。

由众多残疾人微笑瞬间构成的短
片，开启了最后的告别时刻。一个个饱
含着难忘记忆的画面在留声机上重现。
伴着《雪花》动人的旋律，“大雪花”造型
的北京冬残奥会主火炬缓缓熄灭。

在盲童合唱团孩子们天籁般的歌声
中，“北京2022”字样的焰火在体育场上
空绽放。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
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在京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闭幕式。

国际残奥委会负责人等出席闭幕
式。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圆满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出席闭幕式

“消博号”主题彩绘飞机首航

3月13日晚，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席台上向大家
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3月13日晚，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式。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