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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迪拜 1 月 10 日电（记者
吴中敏 闫婧） 2020 年迪拜世博会
中国国家馆日活动10日在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迪拜举行。中国驻阿联酋
大使倪坚，阿联酋国际合作事务国务
部长、迪拜世博局主席莉姆·哈希米，
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际发展
事务部长助理苏尔坦·沙姆希等出
席。

当天上午 10 时，中国和阿联酋
两国国旗在世博园区穹顶广场冉冉
升起，迪拜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
正式启动。

沙姆希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中国
馆的展览展示。他表示，近年来，“一
带一路”倡议使阿中两国在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开展富有成效
的合作。本届世博会的举办，将进一
步密切双方的交流与合作，阿中两国
关系将开启新的篇章。

倪坚宣读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向中国国家馆日活动的书面
致辞。致辞说，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
力，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在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下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进一步充实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内涵，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在馆日活动现场，来自中国的艺

术家为世博会观众上演了精彩的文
艺演出。京剧与民乐演奏融合的创
新节目《欢庆吉祥》、小提琴独奏《丰

收渔歌》和男高音独唱《我和我的祖
国》等节目，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当
晚，中国国家馆举办了馆日文艺晚会
和旗袍展示活动，精彩演出令无数观
众驻足停留，流连忘返。

本届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名为“华
夏之光”，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创新和机遇”，重点展示中国
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
工智能、智慧生活等方面的成果，是
中国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理念
和发展成就、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
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平台。截至 10 日，中国馆已累计接
待各国嘉宾和游客超过 80 万人次，
协助中国相关省区市、企业和合作单
位举办活动28场。

迪拜世博会是新冠疫情以来举
办的第一届世博会，也是在中东地区
举办的首届世博会。本届世博会原
定于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举
行，受疫情影响推迟到 2021 年 10月
至 2022年 3月举行，仍使用“2020年
迪拜世博会”名称。

迪拜世博会举行中国国家馆日活动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
10日致电波兰总统杜达，就杜达感染新冠病毒致以
慰问。

习近平表示，得知你感染新冠病毒，我谨向你表
示慰问，祝你早日康复，并祝愿波兰人民早日战胜疫
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波两国相互支持、携

手抗疫，传统友谊得到深化。我高度重视中波关系发
展，愿同你一道努力，推动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向波兰总统杜达致慰问电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
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
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
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
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
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让
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对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些歪曲
历史、丑化英烈的杂音时有出现，或任意
虚构，或蓄意解构，或肆意重构……种种
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进一步凸显了加强
正确党史观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得益于一系列正本清源的重要
举措，正史正在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
识——人们看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
为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无惧风雨、坚
定前行的勇毅身影，“砍头不要紧，只
要主义真”的坚定执着，“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的百折不挠，“忍看山河
碎？愿将赤血流”的豪气干云，“绿我

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无私无我……
百年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

正在不断释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
民的志气、骨气、底气，党心军心民心
空前凝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蔚然成风。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就要旗帜鲜明和歪说谬论展开斗争，
敢于亮剑、廓清迷雾、正本清源，铲除
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存土壤；要持续创
新方式方法，把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
的政党、是干什么的政党讲清楚，把红
色政权诞生的必然性、新中国的来之
不易讲深讲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群
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
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向前进。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
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再踏新征程，一起向未来，要乘势而
上，进一步推广好的经验，不断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向深处拓展、向实处发力，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成为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发有为、再
创辉煌的强大滋养。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
体育总局、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公共场所全民健
身器材配建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近年来，随着各地不断加大健身
设施建设力度，公共场所室外健身器
材数量不断增多，在方便群众健身的
同时，器材的质量和管理问题也日益
凸现，如何做好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
材（以下简称器材）配建管理工作是各
地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更好地
指导推动器材配建管理工作开展，真
正体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

原则，国家体育总局会同财政部、市场
监管总局制定了《意见》。

《意见》提出“坚持问题导向、服务
全民，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用好存量、
优化增量的工作原则，加强部门协同，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总体工作要求，
从八个方面推动器材配建管理工作迈
上新台阶，其中包括树立法治理念，强
化部门协同；落实属地管理，明确各方
责任；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提高管理
效率；查找管理漏洞，摸排问题器材；
加强对器材安装验收的监管；保证器
材质量和使用安全；抓紧对问题器材
进行整改；提高器材使用效益等。

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意见

加强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配建管理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董雪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
日表示，过去几年，美方打着民主、人
权、宗教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
害中方利益，中方依法反制裁理所当
然。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
护国家主权、尊严和自身正当利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
明，指责中方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
员会负责人和有关成员进行“无理”制
裁，并称新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行”仍在持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指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
灭绝”“反人类罪行”是美方一些人编

造的世纪谎言。美方一再造谣污蔑，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发展，
但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汪文斌说，过去几年，美方打着
民主、人权、宗教的幌子，毫无道理地
依据美国国内法，在新疆、香港等涉
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对
数十名中方官员及多个机构进行单
边制裁。

“美方有关行径干涉中国内政，严
重损害中方利益。中方依法进行了反
制裁。这是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之举，理所当然。我们将继续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
自身正当利益。”他说。

外交部回应布林肯有关言论：

中方依法反制裁理所当然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 电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跨周期
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当前我国外贸面临
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外
贸运行基础并不牢固。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扩
大开放，做好跨周期调节，助企纾困特
别是扶持中小微外贸企业，努力保订
单、稳预期，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意见》提出15条政策措施，主要
内容包括：

一是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继
续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巩固提升出口
信用保险作用，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
业、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等的保障
力度。加大出口信贷支持力度，重点
缓解中小微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基本稳定，提升外贸企业汇率避
险意识与能力，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
跨境贸易结算。

二是进一步鼓励外贸新业态发
展。增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培育一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地
区）。积极利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
基金等，鼓励金融机构以市场运作方式
加大对各类企业建设和使用海外仓的

支持，促进海外仓高质量发展。调整优
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扩大进
口类别，更好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三是缓解国际物流等外贸供应链
压力。鼓励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签订
长期协议，组织中小微外贸企业与航
运企业进行直客对接。加强国际海运
领域监管，在多双边场合呼吁共同畅
通国际物流。做好大宗商品进口工
作，积极保障大宗商品国内供给。加
快推进贸易调整援助。提升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作为稳
外贸重要抓手。

四是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加
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培育建设，深
化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合作共建，
加快培育认定新一批加工贸易梯度转
移承接地和示范地，稳定加工贸易发
展。培育一批贸易双循环企业。以合
规方式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予
以支持，支持各地方研究建立外贸领
域用工定点定期监测机制。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做好跨周期调节，切实支
持中小微外贸企业降成本，将减税降
费等措施落实到位，继续整治乱收费、
乱罚款等问题。各地区要结合实际，
出台针对性支持举措，认真组织实
施。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
强协同、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政策措施
落实到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

3.95亿辆，4.81亿人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任沁沁）公
安部11日发布 2021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
据。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5亿辆，其中
汽车3.0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4.81亿人，其中汽
车驾驶人4.44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784万
辆，同比增长59.25%。

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3.95亿辆，比2020
年增加2350万辆，增长6.32%。全国新注册登记
机动车3674万辆，同比增长10.38%；新领证驾驶
人2750万人，同比增长23.25%。从性别看，男性
驾驶人3.19亿人，女性驾驶人1.62亿人，男女驾驶
人比例为1.97：1。从年龄看，26至 50岁驾驶人
3.40亿人，占70.71%；51至60岁驾驶人6966万
人，占14.48%。

23人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赵建通 公
兵） 11日，2022亚足联印度女足亚洲杯中国女
足23人名单公布，水庆霞担任主教练，王霜、唐佳
丽、赵丽娜等名将领衔出征。

在名单中，王霜、唐佳丽、娄佳惠、李影等名将
在列，赵丽娜、李佳悦重回女足阵容，新生代球员
徐欢、王妍雯、张琳艳顺利入选。

据了解，中国女足目前正在上海东方绿舟
体育训练基地进行集训，15日将赴印度参赛。
和集训名单相比，沈梦雨、吴海燕等人无缘随队
出征。

611架

据新华社巴黎1月10日电（记者 陈晨）欧洲
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10日发布新闻公报说，
2021年空客共向全球88家客户交付611架民用
飞机，比2020年增长8%。

公报显示，2021年空客民用飞机总订单数
达 771 架，与 2020 年相比翻了一番，净订单数
（去除取消和更改等情况而减少的订单数）达
507 架。截至去年年底，公司储备订单量为
7082架。

这是1月10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拍摄的迪拜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
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4月

据新华社成都 1 月 11 日电（记者 陈地）
国际乒联集团、中国乒协和成都世乒赛组委会
11日共同确认 2022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
举办日期，赛事将于 2022 年 4月 17 日至 26 日
举行。

据悉，比赛将于新建的成都高新体育中心举
行，该体育中心于2021年建成，是一座现代化、多
功能、顶级的大型体育馆。届时，40支男子和女子
代表队将汇聚赛场展开角逐。

▼1月11日，参赛选手在速度
滑冰比赛中。当日，2022 呼和浩
特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在位于
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师范大学举
行。比赛由呼和浩特市体育局、
教育局联合举办，来自该市中小
学的参赛选手参加了500米、1000
米和一圈赛等项目的比赛。

新华社发（王正 摄）

▲1月9日，安吉县山川小学
学生在云上草原滑雪场练习滑
雪。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山川乡
依托当地的云上草原景区建成一
座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室外滑
雪场。安吉县山川小学利用滑雪
场积极开展冰雪项目普及教育，
并组建了湖州市首支校园滑雪
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1 月 11 日，青岛市基隆路
小学的同学们在体育课上练习冰
球。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山东
省青岛市众多学校开设趣味性
强、参与度高的冰雪项目体育课，
让孩子们了解并喜爱上冰雪运
动，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