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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在北京考察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备赛工作时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我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
承诺。经过几年努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
就绪，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奉
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要
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全面落实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抓紧抓好最

后阶段各项赛事组织、赛会服务、指挥调
度等准备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圆满成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陪同考察。

1月 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陪
同下，深入体育场馆、媒体中心、训练基地
等，实地了解筹办备赛情况。

4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国家速滑

馆，结合大屏幕听取场馆设计理念、建设
过程、运行情况介绍。国家速滑馆又称

“冰丝带”，是北京赛区标志性场馆和唯一
新建冰上竞赛场馆，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
面设计，冬奥会赛时将承担大道速滑比赛
任务。在主席台区，习近平仔细察看场馆
内部布置及赛道，询问场馆赛时运行规划
和赛事服务保障准备情况。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
洁办奥的理念，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

俭特色。无论是新建场馆还是场馆改造，
都要注重综合利用和低碳使用，集合体育
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
会公益等多种功能。“冰丝带”设计和建设
很好贯彻了这样的理念。要在运营管理
中融入更多中国元素，使之成为展示中国
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成为展示我国
冰雪运动发展的靓丽名片。

场内，技术人员和制冰作业人员正在
对赛道进行测试。习近平通过显示屏观

看测试情况，详细了解制冰流程和赛道冰
面温度等。他强调，冰上项目设施对制冰
技术要求很高。国家速滑馆不仅硬件世
界一流，制冰技术也世界领先，实现了低
碳化、零排放。要发挥好这一项目的技术
集成示范效应，加大技术转化和推广应用
力度，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献。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毗
邻国家速滑馆，赛时将作为全球注册平面

媒体和转播商的工作总部。习近平先后
走进主新闻发布厅、媒体工作间、智慧餐
厅，实地了解中心建设运行、完善防疫措
施、打造全流程服务模式，以及赛时信息
发布、媒体运行、餐饮服务等情况。在媒
体工作间，习近平同正在做准备的媒体记
者亲切交流。在智慧餐厅，习近平察看智
能餐饮设备运行情况，了解中心加强食品
安全监管情况。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强调

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抓好各项筹备工作
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

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这是4日上
午，习近平在国家速滑馆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这是4日下
午，习近平在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专项体能训练馆，同运动员、教练员、服务保障人员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铭阳

2021年省建设投资集团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本科以上学历人才
564人，集团总部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达到51%，平均年龄36岁。

如今的建投集团，引进高水平青年创新团队，到处活跃着
年轻人的身影，通过搭建创业创新平台，把人才优势转化为企
业竞争优势。建投集团是如何做到的？

精准引进青年团队
在 2021年第四届省旅发大会召开前，牡丹江市民发现，

体育公园悄然换了新颜，修建了彩色沥青健康步道，增加了体
育雕塑，突出了公园特色。体育公园的改建在解决百姓民生

需求的同时，也成为了滨江两岸景观风光带的重要展示窗口
和新生网红打卡地。

公园改建的背后是一个名为一森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年轻团队，这是建投集团填补园林景观工程领域短板
而成立的新公司，其核心团队则是建投集团党委主要领导带
队“三顾茅庐”引进的孙百宁团队。

孙百宁此前在上海一家上市公司任副总裁，一次机缘巧
合下得知建投集团正在拓展全新的业务板块。“我是土生土长
的黑龙江人，硕士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但一直保持着对家乡
的关注。”孙百宁说，当他得知有机会可以回到家乡工作，十分
激动，在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决定带着他的团队一起回来。

（下转第三版）

总部人员平均年龄36岁

省建投这样搭建青年人才创业创新平台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2022年1月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扎帕罗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周
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 30年来，中吉两国
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原则，推动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
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为国际社会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中吉关系
发展不仅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也为促进
中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吉关系发
展，愿同扎帕罗夫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以
两国建交 30周年为新起点，提升两国战
略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
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扎帕罗夫表示，建交 30年来，吉中成
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各领域合
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政府为吉
方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影响提供
重要支持。扎帕罗夫感谢习近平主席亲
自关心吉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表示
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全
力巩固和扩大双边合作。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就中吉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本报5日讯（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薛立伟 曹忠义 李国
玉）冰雪龙江，筑梦冬奥。5日上
午，北京 2022年冬奥会火炬黑龙
江省首站展示活动在哈尔滨市举
行。省委书记许勤为展示活动启
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致
辞。

黄建盛、陈海波、贾玉梅、徐
建国、胡亚枫、杨博出席，孙东生
主持。

活动仪式上，2010年温哥华
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接
力冠军获得者张会手持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飞扬”入
场。许勤从张会手中接过火炬，
向全场挥动展示后郑重安放于
火炬台上，标志着北京 2022年冬
奥会火炬在我省的展示活动正
式启幕。

胡昌升在致辞时说，黑龙江
省作为冰雪资源大省、冰雪体育
强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决
服从国家大局，致力于打造“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核心区，积
极传播冬奥文化理念，普及冰雪
知识，推广冰雪运动，在全省营造
形成了“支持冬奥、服务冬奥、奉
献冬奥、参与冬奥”的浓厚氛围。

“飞扬”火炬是北京冬奥会愿景和
精神的集中体现，融合了奥运理
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冬
奥会即将开幕之际，“飞扬”的到
来，必将进一步点燃龙江奥运激
情，激发全省各界弘扬“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
神，以昂扬姿态奋进新时代，加力
推进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新贡献、谱写新篇章。

活动仪式后，省领导观看了
冬奥会火炬、冬奥会仪式火种台、
冬奥会火炬手制服等展示。

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我省参加东京奥运会和陕西
全运会运动员、教练员代表等参
加活动。

据悉，我省作为全国四个
“冬奥会火炬展示活动”省份之
一，启动为期三天的火炬展示活
动，旨在宣传北京冬奥，弘扬奥
林匹克精神，推介冰雪运动，传
递冰雪情怀，展示龙江敢于拼
搏、奋勇争先的时代风貌。接下
来两天，冬奥会火炬将继续在大
庆市、齐齐哈尔市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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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曹忠
义 李国玉）5日上午，黑龙江省参加东京奥运
会（残奥会）和陕西全运会（残运会）座谈会暨
出征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动员会在
哈尔滨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办好北京冬奥会的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和保
障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组织龙江健儿整
装出征，点燃冰雪运动激情，促进奥运精神接
续传承，建设冰雪运动强省。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昌升主持会议。黄建
盛、陈海波、贾玉梅、徐建国、胡亚枫、孙东生、
杨博出席会议。

会上，省体育局、省残联负责同志介绍了
参加东京奥运会（残奥会）、陕西全运会（残运
会）和备战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情况；奥运

会冠军王曼昱、残疾人游泳教练员关相南先后
发言；会上还播放了国际奥委会委员、冬奥会
冠军张虹，冬奥会冠军王濛，北京冬残奥会中
国轮椅冰壶队主教练岳清爽视频发言短片。
许勤与国家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倪会
忠、副主任于海燕，我省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
静、韩聪和短道速滑运动员任子威，进行了现
场视频连线交流。

许勤充分肯定了我省体育健儿在东京奥运
会（残奥会）、陕西全运会（残运会）上的优异表
现，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
全省人民，向取得骄人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
工作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关心支持龙江体
育事业发展的国家体育总局和社会各界表示衷
心的感谢。他指出，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服务保障好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是黑龙江义不容辞的责任。黑
龙江作为冰雪体育强省，要全力支持冬奥、服务
冬奥、奉献冬奥、参与冬奥，北京冬奥需要什么、
我们就支持什么，北京冬奥需要我们做什么、我
们就做好什么，龙江冬奥健儿需要我们保障什
么、我们就保障好什么，努力为办出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献龙江力量。

许勤指出，广大运动员、教练员要大力弘
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在冬奥赛场
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始终保持永不言弃、绝
不服输的劲头，坚持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努力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优异成绩为国家争光，
充分展现龙江体育健儿的精神风貌。

许勤强调，全省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办好北京冬奥会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北京
冬奥会举办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提升冰雪竞

技运动水平，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运动，切实
抓好青少年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支持冰雪体育
产业发展，乘势而上推动冰雪运动强省建设。
要拓展“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紧盯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深化冰雪产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壮大冰雪装备制造业和冰雪运
动服务业，做强冰雪旅游产业，打造冰雪文化
精品，培育壮大冰雪经济。要高标准做好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服务保障工作，加大宣传力
度，抓好疫情防控，强化日常管理，为冬奥会
（冬残奥会）成功举办提供强有力保障。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直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我省参加东京奥运会（残奥会）和
陕西全运会（残运会）运动员、教练员代表，我
省籍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等参加会议。首钢
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设分会场。

许勤在黑龙江省参加东京奥运会（残奥会）和陕西全运会（残运会）座谈会暨
出征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动员会上强调

龙江健儿整装出征点燃冰雪运动激情
奥运精神接续传承建设冰雪运动强省

胡昌升主持 黄建盛陈海波出席

聚力招才引智 打造人才 冬奥火炬
展示活动时间安排

1月5日 哈尔滨

1月6日 大 庆

1月7日 齐齐哈尔

北京冬奥北京冬奥火火炬炬““飞扬飞扬””
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详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