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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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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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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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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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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强调，北京冬奥
会、 冬残奥会的主媒体中心，把
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整
合起来，统筹赛时服务功能和赛
后会展功能， 做到了绿色办奥、
节俭办奥。 他指出，对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来讲，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是最大的考验。
受疫情影响，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现场观赛受到很大限制，新
闻传播比往届更加重要。 主媒体
中心要做好各项运行、 服务、保
障工作，既要保障好各项新闻报
道和传输转播功能的安全运行，
又要确保疫情防控安全。 要严格
落实“双闭环”管理，完善场馆防
疫措施，尽最大努力防止疫情发
生。 要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
越是智能化， 越要注重源头把
控，确保万无一失。 他希望国内
外媒体和记者深入报道，讲好各
国奥运健儿激情拼搏的故事，讲
好中国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热情好
客的故事，全面、立体、生动地把
北京冬奥盛会传到全世界。

随后，习近平考察了北京冬
奥村（冬残奥村）。 北京冬奥村
（冬残奥村）分居住区、广场区、
运行区 3 个区域，赛时将为各国
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 3000 多
个床位及商业服务。 在广场区，

习近平听取冬奥村（冬残奥村）
建设过程、运行概况、疫情防控
等情况介绍，沿途察看书报亭和
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等，了解各
类商业服务设施运行情况。 习近
平指出，冬奥村是冬奥会的重要
场所和重要遗产。 你们统筹赛时
需要和赛后利用，把冬奥村建设
成为永久设施，赛后转化为人才
公寓，这个做法很好，有利于丰
富北京“双奥之城”的文化内涵。
你们以四合院理念设计建设冬
奥村，体现了北京千年古都既古
老又现代的独特魅力。

在居住区，习近平考察了综
合诊所、残疾人运动员住房样板
间，询问冬奥村（冬残奥村）开展
基本医疗服务、提升医疗应急处
置能力、提高精细化服务保障水
平、打造“运动员之家”等情况。
习近平强调，运动员、教练员的
吃、住、行、医、康、乐等服务保障
工作非常具体。 要想运动员之所
想、办运动员之所需，为运动员
提供方便、快捷、精准、细致的服
务，特别是针对残疾人运动员的
特殊需求， 增设相关无障碍设
施。 要继续完善管理方案，优化
服务流程，健全应急预案，提高
精准化、 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水
平，打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运
动员之家”。 要严格落实分区分
类闭环管理的各项措施，加强疫
情防控。

习近平同运行管理、服务保
障人员和志愿者们亲切交流，对
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他强
调，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不仅可以增强我们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而且有
利于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致力
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
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进
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他指出， 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是
人生难得的机会， 希望大家振
奋精神、鼓足干劲，团结协作、
共同努力， 确保冬奥期间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顺利， 让各国参
赛人员充分感受到中国人民的
热情好客和文明礼貌，感受到春
天般的温暖。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北京
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听取
北京完善赛时指挥调度和城市
运行保障协调机制情况介绍，并
向现场工作人员了解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等内容。 习近平指
出，加强统一指挥调度，是确保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的关
键。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
区要加强协调配合和统一指挥
调度，形成一盘棋。 北京要担负
起牵头抓总职责。 要健全统一
指挥、统筹调度、有机衔接、运
行畅顺、反应快速、果断处置的
体制机制， 完善各类工作规程
和突发情况应对预案。 要抓住
最后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加强
测试演练，查隐患、堵漏洞、强
弱项，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圆满成功。

离开调度中心，习近平来到
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考察
调研。 这是一个集科研、训练于
一体的国家冰雪运动复合型基
地，场馆和设施设备目前均已投
入国家队冬奥备战使用。 习近平
先后走进六自由度训练馆、综合
风洞馆，详细询问钢架雪车等项
目六自由度训练系统运行、速度
滑冰团体追逐项目风洞训练情
况， 沿途观看国产 4 人雪车、国
产雪蜡车、应急医疗救治设备等
器材装备展示，了解基地建设和
打造冰雪运动科学训练体系情
况。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科技

在竞技体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
出。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
水平的体育科技自立自强。 要综
合多学科、跨学科的力量，统筹
推进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为我
国竞技体育实现更大突破提供
有力支撑。

在速滑馆一层，速滑运动员
正在进行团体追逐训练。 习近平
仔细观看， 并向参训运动员、教
练员表示慰问，勉励他们科学备
战、奋勇拼搏、争创佳绩。 随后，
习近平前往速滑馆地下一层，参
观“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
果展”， 了解我国冰雪运动发展
情况。 习近平指出，这些年，在各
方面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
爱上了冰雪运动， 提前实现了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目标。 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最根本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保障
人民健康。 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充分利用举办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形成的热潮，坚持竞技体
育和群众体育一体推进，推动我
国冰雪运动持续发展。

习近平对运动员康复治疗
工作十分关心。 在体能中心医疗
站，习近平详细了解基地综合运
用超低温冷疗舱、 漂浮舱等设
备，全方位提高运动员康复治疗
水平情况。 他强调，二七厂冰雪
项目训练基地肩负着我国冰雪
运动科技研发的重要使命。 希望
你们担当使命、勇攀高峰，为加
快发展我国冰雪运动作出更大
贡献。

专项体能训练馆内， 运动
员、教练员、服务保障人员代表
以热烈掌声欢迎总书记的到来。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 他指
出，再过一个月，北京冬奥会就
要开幕了。 今天是元旦后上班第
一天， 我来专题调研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筹备工作，主要是
来给大家鼓劲加油。 作为东道
主， 我们不仅要办好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而且要努力取得
好成绩。 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备
战关键期专心训练，以最佳的竞
技状态迎接大赛的到来。 习近平
强调，人生能有几回搏，长期准
备、在此一举。 希望大家增强为
国争光的志气和勇气，坚持拼字
当头，敢于拼搏、善于拼搏，在奥
运赛场展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
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力争在
竞技上、道德上、风格上都拿最
好的奖牌。 习近平预祝大家取得
好成绩， 大家报以热烈掌声，高
呼“请总书记放心！ ”“我们准备
好了！ ”

丁薛祥以及中央和国家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