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镇海区城关工矿机电配件厂 （普通合伙）
已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并已将本企
业的债权债务全部清算到位。

企业原有坐落于冯家弄 31 号 （房产证号镇城字第
4-6178 号，土地证号镇国用 （98） 字第 0140367 号），
坐落于冯家弄 29 号 （房产证号镇城字第 4-6177 号，
土地证号镇国用 （98） 字第 0140366 号） 的两处不动

产，因征收拆迁，分别安置了坐落于招宝山街道胜利
东弄 58 号 1-3 室，及招宝山街道招宝新苑 1 号 1604 室
两处不动产且明确登记到合伙人康志刚、康婷名下。

以上公告信息均无异议，特此公告，公告期为 15
天。

宁波市镇海区城关工矿机电配件厂（普通合伙）
2022年1月5日

关于债权债务已清算到位的公告

【上接第4版】
坚持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

有机结合，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
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贯通协同。

第二十七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协助同级党的委员会加强
党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驰而不息纠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
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二十八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协助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协
调反腐败工作，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
斗争，坚持和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
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支
持参与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

发挥党委反腐败协调机构的统
筹协调作用，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
追赃等工作，加强相关部门协作配
合，增强反腐败整体合力。

第二十九条 党的纪律检查工
作坚持把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作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惩
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
力，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努力取得更
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

（一）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
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巩固不敢腐。

（二）坚持将惩治腐败与深化改
革、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深入查找制
度和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推动补
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规范权
力运行，强化不能腐。

（三）坚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
理想信念宗旨，提高党性觉悟，提升
道德修养，涵养廉洁文化，筑牢思想
上拒腐防变的堤坝，自觉不想腐。

第三十条 发挥党的纪律检查
工作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
作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
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提升监督全覆
盖质量，增强监督的政治性、严肃
性、协同性、有效性。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进
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
视监督统筹衔接，整合运用监督力
量，构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
机制。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
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
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
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
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健全信息沟
通、线索移交、措施配合、成果共享
等机制，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第五章 工作职责
第三十一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围绕实现党章赋予的任

务，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履行监督、
执纪、问责职责。

坚持把监督作为基本职责，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综合考虑错误性
质、情节后果、主观态度等因素，依
规依纪依法、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

（一）党员、干部有作风纪律方面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
问题，或者有一般违纪问题但具备免
予处分情形的，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
形态，按照规定进行谈话提醒、批评
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勉。

（二）党员、干部有一般违纪问
题，或者违纪问题严重但具有主动
交代等从轻减轻处分情形的，运用
监督执纪第二种形态，按照规定给
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或者建议单
处、并处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
辞职、免职等处理。

（三）党员、干部有严重违纪问
题，或者严重违纪并构成严重职务
违法的，运用监督执纪第三种形态，
按照规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开除党籍处分，同时建议给予
降职或者依法给予撤职、开除公职、
调整其享受的待遇等处理。

（四）党员、干部严重违纪、涉嫌
犯罪的，运用监督执纪第四种形态，
按照规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同时
依法给予开除公职、调整或者取消
其享受的待遇等处理，再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应当把自觉遵守纪律的教
育作为基础性工作，经常开展党章
党规教育，强化党的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教育，深入开展警示教
育，以案明纪、以案说法。

开展廉政教育，加强全面从严
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形势任务以及家风家教等宣传教
育，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营造崇廉拒
腐氛围。

根据形势需要，着眼保障党的
中心工作，作出维护党纪的决定，制
定相关法规文件，严明纪律要求，教
育、引导和规范党组织、党员行为。

第三十三条 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应当强化政治监督，重点监督党
组织、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以下情况：

（一）对党忠诚，坚持党的领导，
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两个维
护”的情况。

（二）坚定理想信念宗旨，牢记
初心使命，践行入党誓词，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

（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的情况。

（四）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公
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担当
作为的情况。

政 治 监 督 应 当 突 出“ 关 键 少
数”，重点加强对“一把手”、同级党
委特别是常委会委员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应当加强日常监督，监督方式
主要包括：座谈，召集、参加或者列
席会议，了解党内同志和社会群众
反映；查阅查询相关资料和信息数
据；现场调查，驻点监督；督促巡视
巡察整改；谈心谈话，听取工作汇
报，听取述责述廉；建立健全党员领
导干部廉政档案，开展党风廉政意
见回复等工作。

开展专项监督，针对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中的突出问题，行业性、
系统性、区域性的管党治党重点问
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损
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
查。必要时，可以组织、参加或者督
促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治理。

加强基层监督，促进基层监督
资源和力量整合，发挥纪检监察、巡
察等作用，有效衔接村（居）务监督，
建立监督信息网络平台，扩大群众
参与，及时发现、处理群众身边的腐
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第三十五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应当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依规依纪受理党员群众的信访举
报，健全分办、交办、督办、反馈等工
作机制。

对信访举报情况应当定期分析
研判，对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苗
头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建
议，形成综合分析或者专题分析材
料，向同级党委、上级纪委报告或者
向有关党组织通报。

对于信访举报反映、监督执纪
中发现以及巡视巡察机构和其他单
位移交的问题线索，应当实行集中
管理，采取谈话函询、初步核实、暂
存待查、予以了结等方式分类处置，
做到件件有着落。

第三十六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对反映党组织、党员的问
题线索经过初步核实，对于涉嫌违
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当按照
规定予以立案审查。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管理
权限，审查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的比较重要或者复杂的案件，主要包
括：同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同级纪
委委员，同级党委管理的党员干部，以
及同级党委工作部门，同级党委批准
设立的党组（党委），下一级党委、纪委
等涉嫌违纪案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
采取重要审查措施的案件；同级党委、
上级纪委交办的其他案件。

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
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处理涉及同
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同级党委管
理的正职领导干部，同级纪委常委、
监委委员等人员的案件，以及涉及

政治问题、国家安全等特别重要或
者复杂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
果，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即向
上级纪委一并报告。

纪律审查工作应当依规依纪采
取谈话、查询、调取、暂扣、封存、勘
验检查、鉴定等措施，以及通过要求
相关组织作出说明等方式，收集证
据，查明事实，处置违纪所得。

第三十七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根据纪律审查结果，依据相
关党内法规，对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
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纪律处理、处分。

对于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
审查的党员，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
一般由负责审查的纪委提出处分意
见，经被审查人所在党支部的党员大
会讨论形成决议，并按照规定报党的
基层委员会批准或者有权处分的党
组织审批。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
级以上各级纪委有权直接决定给予
党员纪律处分，主要包括：案情涉密、
敏感；违纪案件跨地区跨部门跨单
位；违纪党员所在的基层党组织无法
正常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
其负责人同违纪问题有关联；违纪党
员为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管
理的党员干部；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明确规定的相关情况。

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
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委员
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纪委予以复查。

建立健全处分决定执行公示、
回访教育、情况报告和专项检查等
制度，加强与相关党组织及职能部
门的协作沟通，确保处分决定得到
严格执行。

第三十八条 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发现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在
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
应当依据相关党内法规开展问责调
查，查明失职失责问题，向党的委员
会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或者按照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作出问责决定。

第三十九条 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对于党员因合法权益受到党组
织或者其他党员侵害提出的控告，
按照规定予以受理，及时恰当进行
处理。通过办理党员的控告发现的
违纪违法问题，按照本章规定进行
检查和处理。

对于党员因不服纪委或者其他
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理、处分而提
出的申诉，按照规定予以受理，进行
复议复查。

第四十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
委员会应当依据相关党内法规，加
强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履行保障党
员权利工作职责的监督检查，依规
依纪查处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开
展监督执纪工作，应当落实保障党
员权利的规定和要求。

第四十一条 在监督检查、纪
律审查等过程中，应当注意查找分
析监督对象所在党组织党风廉政建
设、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采取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或者
其他适当方式，提出有关强化管党
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健全制度、整
改纠正等意见建议，督促指导和推
动有关地区、部门、单位党组织举一
反三、切实整改。

对于涉及党的建设、党的事业
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应当进行深

入调研，形成专题报告，报送同级党
委、上级纪委或者通报相关党组织，
推动解决问题、规范决策、完善政
策、健全制度。

第六章 派驻、派出机构
第四十二条 党的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地方各级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向同级
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监察组，
按照规定可以向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等其他组织和单位派驻纪检监察组。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派
出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街道工作委
员会等代表机关的，党的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地方各级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可以相
应派出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派驻机构是派出
它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
会的组成部分，由派出机关直接领
导、统一管理。

派出机构在派出它的党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本级党的
工作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开展纪律检查工
作，领导管辖范围内机关纪委等纪
检机构的工作。

第四十四条 派驻机构根据派
出机关授权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一）加强对驻在单位（含综合监
督单位）的监督，重点对驻在单位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党组（党委）管理的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等进行监督。

（二）监督促进驻在单位领导班
子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党中央决策部署，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

（三）经常、及时地向派出机关
报告情况和问题。

（四）加强对驻在单位纪检机构
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促进其履
行监督责任。

（五）认真处理信访举报，对问
题线索进行集中管理和处置。

（六）依规依纪开展纪律审查，
严肃查处违纪问题。

（七）按照管理权限作出问责决
定或者提出问责建议。

（八）协助驻在单位党组（党委）
做好巡视巡察工作。

（九）完成派出机关交办的其他
任务。

第四十五条 健全派驻监督工
作机制，统筹协调派出机关内设监
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地方纪
检监察机关、巡视巡察机构等力量，
通过“室组”联动监督、“室组地”联
合办案等方式，提高派驻监督质量。

县（市、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
察委员会开展派驻监督工作，应当
保证派驻机构人员力量，推动监督
工作向基层延伸，采取综合派驻、工
作协作等方式，提升监督效能。

第七章 队伍建设和监督
第四十六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突出抓好党的
政治建设，教育引导纪检干部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带头践行“两个维护”，敢于
善于斗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第四十七条 贯彻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严把干部
准入关，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专业训练，加强理论研究和
学科建设，提高把握政策、监督执纪、
做思想政治工作等能力，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

第四十八条 加强作风建设和
纪律建设，保证纪检干部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
国家法律，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树立纪律
严明、作风深入、工作扎实、谦虚谨
慎、秉公执纪的良好形象。

第四十九条 加强监督执纪规范
化建设，健全法规制度，规范工作流程，
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
识，依规依纪依法行使纪律检查权。

第五十条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必须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在同级
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监督下强化自
我监督，自觉接受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
督。建立完善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案件
监督管理、案件审理相互协调、相互制
约的工作机制，发挥内设干部监督机
构、机关纪委等作用，加大监管和自我
净化力度，坚决防治“灯下黑”。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自觉
接受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
等各方面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纪
检机关、纪检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
有权提出检举、控告。

第五十一条 严格执行纪检干部
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问题报
告制度，有关情况应当登记备案。

纪检干部发现审查组工作人员
未经批准接触被审查人、涉案人员及
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
的，应当及时报告并登记备案。

第五十二条 办理纪检事项的
纪检干部存在可能影响事项公正处
理情形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被审
查人、检举控告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五十三条 纪检干部应当严格
执行保密制度，不准私自留存、隐匿、
查阅、摘抄、复制、携带问题线索和涉
案资料，严禁泄露审查工作情况。

纪检干部离职的，应当严格遵守
有关离职后从业限制的规定，三年内不
得从事与纪律检查工作相关的职业。

第五十四条 建立健全安全责
任制，严格防范发生审查安全事故。
组织开展经常性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第五十五条 纪检干部有以案
谋私、跑风漏气、滥用职权以及其他
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必须严肃查
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纪检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履行职
责过程中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或
者恶劣影响的，应当严肃问责。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地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相当于地区纪
委的其他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组（党
委）纪检组（纪委），纪律检查委员，参
照执行本条例。

第五十七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
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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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
疫情，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勠力同心、奋力拼搏，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踏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回眸 2021 年，宣传思想战线
弘扬爱党深情，凝聚奋进力量，在
总结历史经验中守正创新、在紧扣
时代脉搏中担当作为，唱响了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高昂旋律，促进
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
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开

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
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新华社昨天播发了《礼赞百年
风华 谱写时代新篇——2021 年宣
传思想工作综述》，全文分为四个
部分：一、高擎思想之旗 加强理
论武装；二、激荡爱党深情 汇
聚磅礴力量 ；
三、围绕中心
工 作 营 造
良好氛围；四、
擦 亮 中 国 名
片 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礼赞百年风华
谱写时代新篇
——2021年宣传思想工作综述

全文请扫二维码

新华社华盛顿1月4日电 据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新统计数据，全美 3 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突破 100 万例，再次刷新疫
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
录。

数据显示，美国 3 日新增确诊
高 达 1083948 例 ， 新 增 死 亡 1693
例。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4 日凌晨，
美国累计确诊 56190946 例，累计

死亡 827753 例。
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

株近期在美加速传播，美国疫情严
重反弹，多项疫情指标屡刷新纪
录。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2021 年 12 月
29 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引起的
病例激增预计在 2022 年 1 月底达到
数据峰值。

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
超100万例

据新华社北京据新华社北京11月月44日电日电
（（记者记者王镜宇王镜宇 苏斌苏斌））任子威任子威、、
武大靖武大靖、、隋文静隋文静、、韩聪韩聪、、宁忠岩宁忠岩

枕戈待旦枕戈待旦，，谷爱凌谷爱凌、、徐梦桃徐梦桃、、齐广璞摩拳擦掌齐广璞摩拳擦掌。。
在距离在距离 2022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只有一个月的时年北京冬奥会只有一个月的时
候候，，2929 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的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的 400400 多名运多名运
动员正在全力备战动员正在全力备战，，朝着朝着““取得我国冬奥会参取得我国冬奥会参
赛史上最好成绩赛史上最好成绩””的目标发起最后冲刺的目标发起最后冲刺。。

在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夺得的在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夺得的 1313 枚金牌枚金牌
中中，，有有 1212 枚出自短道速滑枚出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速度滑花样滑冰和速度滑
冰项目冰项目。。在一个月之后的北京冬奥会上在一个月之后的北京冬奥会上，，这三这三
个项目的代表队有望个项目的代表队有望““三箭齐发三箭齐发””，，继续担任继续担任
中国军团争金夺牌的主力军中国军团争金夺牌的主力军。。

尽管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两度易帅的波尽管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两度易帅的波
折折，，但中国短道速滑队这支王牌军在但中国短道速滑队这支王牌军在 20212021--
20222022 赛季的世界杯赛中还是基本保持了强队赛季的世界杯赛中还是基本保持了强队
水准水准。。异军突起的任子威和平昌冬奥会冠军异军突起的任子威和平昌冬奥会冠军
武大靖也凭借夺冠表现提前锁定了北京冬奥武大靖也凭借夺冠表现提前锁定了北京冬奥
会的参赛席位会的参赛席位。。如果不出意外如果不出意外，，中国短道队将中国短道队将
延续自延续自 2002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以来届届见金的年盐湖城冬奥会以来届届见金的
势头势头。。

凭借在男子凭借在男子 15001500 米和米和 10001000 米比赛中摘米比赛中摘
下两金两银并在卡尔加里创下下两金两银并在卡尔加里创下 10001000 米个人最米个人最
佳成绩的强势表现佳成绩的强势表现，，宁忠岩成为中国速滑队宁忠岩成为中国速滑队
冲击北京冬奥会金牌的领军人物冲击北京冬奥会金牌的领军人物。。在缺席部在缺席部
分世界杯赛事的情况下分世界杯赛事的情况下，，高亭宇在男子高亭宇在男子 500500 米米
项目上收获一金一银项目上收获一金一银，，这位平昌冬奥会铜牌这位平昌冬奥会铜牌

获得者正朝着更高的目标进发获得者正朝着更高的目标进发。。
在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在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隋文静隋文静//韩聪留韩聪留

下了以微弱劣势错失金牌的遗憾下了以微弱劣势错失金牌的遗憾。。四年之后四年之后，，他他
们克服伤病困扰们克服伤病困扰，，将再次冲击最高领奖台将再次冲击最高领奖台。。在在
20212021--20222022 赛季的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赛季的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两届两届
世锦赛冠军得主隋文静世锦赛冠军得主隋文静//韩聪在加拿大和意大韩聪在加拿大和意大
利的两站比赛中两度登顶利的两站比赛中两度登顶，，他们的队友彭程他们的队友彭程//金金
杨在意大利站比赛中获得亚军杨在意大利站比赛中获得亚军。。在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
上上，，花样滑冰双人滑的主旋律将是中俄之争花样滑冰双人滑的主旋律将是中俄之争。。

自自 19801980 年首次征战冬奥会以来年首次征战冬奥会以来，，中国军团中国军团
一直呈现一直呈现““冰强雪弱冰强雪弱””的局面的局面。。经过体育健儿们经过体育健儿们
过去几年的艰苦努力过去几年的艰苦努力，，这样的局面有望在北京这样的局面有望在北京
冬奥会上得到改观冬奥会上得到改观。。自自 20202020 年在冬青奥会上大年在冬青奥会上大
放异彩以来放异彩以来，，目前年仅目前年仅 1818 岁的自由式滑雪新秀岁的自由式滑雪新秀
谷爱凌一直延续着强势表现谷爱凌一直延续着强势表现。。在她参与的在她参与的 UU 型型
场地场地、、大跳台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三个小项上坡面障碍技巧三个小项上，，谷爱谷爱
凌都有较强的实力凌都有较强的实力，，这让中国雪上项目的冬奥这让中国雪上项目的冬奥
会争金点一下子增加了三个会争金点一下子增加了三个。。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中国队将中国队将
凭借强大的整体实力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凭借强大的整体实力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在在
去年去年 1212 月份的世界杯比赛中月份的世界杯比赛中，，因为新冠疫情阔因为新冠疫情阔
别赛场已久的中国队两次将冬奥会新增小项混别赛场已久的中国队两次将冬奥会新增小项混
合团体赛的金牌收入囊中合团体赛的金牌收入囊中，，展现了高人一筹的展现了高人一筹的
厚度厚度。。此外此外，，即将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徐梦桃和即将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徐梦桃和
2828 岁的孔凡钰也都有过夺得分站赛女子个人冠岁的孔凡钰也都有过夺得分站赛女子个人冠
军的高光表现军的高光表现。。在剩下的一个月时间里在剩下的一个月时间里，，中国队中国队
将继续打磨技术将继续打磨技术、、调整状态调整状态。。

中国军团在男子单板滑雪项目上也有了新中国军团在男子单板滑雪项目上也有了新
的亮点的亮点。。1717 岁的苏翊鸣在美国举行的单板大跳岁的苏翊鸣在美国举行的单板大跳
台世界杯赛中一举摘金台世界杯赛中一举摘金，，成为站在该项目世界成为站在该项目世界
杯冠军领奖台上的中国第一人杯冠军领奖台上的中国第一人。。另一员小将杨另一员小将杨
文龙在瑞士萨斯费训练营中完成内转空翻文龙在瑞士萨斯费训练营中完成内转空翻 19801980
的超高难度动作的超高难度动作（（空翻四周加转体一周半空翻四周加转体一周半），），成成
为国际上首个完整完成该动作的单板滑雪运动为国际上首个完整完成该动作的单板滑雪运动
员员。。这些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让人们对他们让人们对
中国单板滑雪又增添了新的关注和期盼中国单板滑雪又增添了新的关注和期盼。。

在在 20152015 年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年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2022
年冬奥会之时年冬奥会之时，，在冬奥会的在冬奥会的 100100 多个小项中多个小项中，，大大
约有三分之一的小项中国没有开展约有三分之一的小项中国没有开展。。在近七年在近七年
的时间里的时间里，，中国冰雪界齐心协力中国冰雪界齐心协力，，恶补短板恶补短板，，一一
次又一次实现了新的突破次又一次实现了新的突破。。

耿文强见证了中国选手在钢架雪车项目中耿文强见证了中国选手在钢架雪车项目中
突飞猛进的突飞猛进的““中国速度中国速度””。。从从 20152015 年通过跨界跨年通过跨界跨
项选材接触钢架雪车项目项选材接触钢架雪车项目，，到到 20182018 年首次站上年首次站上
冬奥会赛场获得第冬奥会赛场获得第 1313 名名，，再到再到 20212021 年年 1111 月月 2626
日在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男子日在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男子
单人比赛中获得并列冠军单人比赛中获得并列冠军，，耿文强一次又一次耿文强一次又一次
改写着历史改写着历史。。在在 20212021--20222022 赛季雪橇和雪车世界赛季雪橇和雪车世界
杯赛中杯赛中，，中国选手实现了诸多中国选手实现了诸多““零的突破零的突破””。。

距离冬奥会开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距离冬奥会开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中国
冰雪健儿有的在国内进行封闭冲刺冰雪健儿有的在国内进行封闭冲刺，，也有的还也有的还
在外训在外训、、外赛外赛，，为争取冬奥会参赛资格做最后努为争取冬奥会参赛资格做最后努
力力。。一个月后一个月后，，他们将齐聚冬奥赛场他们将齐聚冬奥赛场，，为实现参为实现参
赛精彩的目标共同奋斗赛精彩的目标共同奋斗！！

冰强雪壮！中国健儿冲刺北京冬奥会

冰雪交融冰雪交融，，激情飞扬激情飞扬，，还有一个月还有一个月，，一场注定载入奥林一场注定载入奥林
匹克史册的冬奥盛会将在神州大地隆重上演匹克史册的冬奥盛会将在神州大地隆重上演。。冬奥盛典冬奥盛典，，精精
彩汇聚彩汇聚，，历经七年筹办历经七年筹办，，中国正以开放自信的姿态中国正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全世向全世
界发出热情邀请界发出热情邀请。。五环旗下五环旗下，，万众期待万众期待，，来自全球的运动健来自全球的运动健
儿蓄势待发儿蓄势待发，，共赴这场期盼已久的冰雪盛宴共赴这场期盼已久的冰雪盛宴。。新华社昨天播新华社昨天播
发了发了《《世界同期待世界同期待———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
之际之际》，》，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一、、舞台搭就舞台搭就 喜迎八方客喜迎八方客；；二二、、
整装待发整装待发 一心向冬奥一心向冬奥；；三三、、目光交汇目光交汇 世界同期待世界同期待。。

世界同期待世界同期待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
时一个月之际时一个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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