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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强调

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
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 新华社北京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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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考察， 主持召开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 是我们对国际社会
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 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
精益求精、战胜困难，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把
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贯穿
筹办工作全过程，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努力
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习近平向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向所有参与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的建设者、管理者和
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向大
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汇报会。
隆冬时节，华北大地碧空如洗，山区银装素
裹。 1月18日至19日，习近平分别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河
北省委书记王东峰陪同下， 冒着严寒先后来到
海淀、延庆、张家口等地，深入体育场馆、训练基
地、交通枢纽等，实地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情况。
18日上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的首都体育馆，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工作整体情况、 参赛备战和群众性冰雪运
动开展情况介绍， 对各项筹办工作取得的进展
表示肯定。
首都体育馆是国内第一座人工室内冰场，经
过改扩建已具备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
赛训练条件。 习近平走到训练场边，察看场馆改
造情况， 同国家花样滑冰队和短道速滑队运动
员、教练员代表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建设体育

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
要目标。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 要通过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
跨越式发展，补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
育强、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 、“冰强雪弱”
的问题，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高
现代竞技体育水平，既要靠气力，也要靠技力。
运动员要有为国争光、勇创佳绩的志气，夏练三
伏、冬练三九，加强技术创新，学习借鉴国外先
进理念和技术，不断提高训练和比赛水平。
18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
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调研。 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规划建设了7条雪道，赛时将承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全部比赛。 习近平乘
坐缆车到达雪道中间平台， 了解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建设情况。 习近平强调，要突出绿色办奥理
念， 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
起来，让体育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确保人

们既能尽享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 又能尽览大
自然的生态之美。
在竞技结束区， 习近平观看了中心防护网
安装、雪道巡查、运动员救援等赛场保障工作演
示和高山滑雪竞技比赛训练情况。 习近平指出，
安全是重大体育赛事必须坚守的底线。 高山滑
雪是 “勇敢者的运动” ， 要强化各方面安全保
障，抓好管理团队、救护力量和设施维护队伍建
设，完善防疫、防火、防事故等风险防范措施，加
强应急演练， 确保万无一失。 希望大家科学训
练，注意安全，保重身体，提高水平，发挥在“家
门口” 参赛优势，争取在高山滑雪项目上实现
奖牌零的突破。
随后，习近平前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先后
来到赛道出发区、结束区，察看了雪车、雪橇运动
员从出发到冲刺的完整训练过程。 国家雪车、雪
橇队的运动员、中外教练员和延庆赛区运行保障
团队、建设者代表，向总书记高声问好。 习近平向

大家表示慰问，勉励大家刻苦训练，劳逸结合。
习近平强调，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是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广
大冰雪运动员创造了难得的人生机遇。 当前，我
国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还很大，要始终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优化全过程闭环管理流程，确保安全。
京张高铁太子城站位于张家口赛区核心区
内，是世界上首个直通奥运赛场的高铁站，已于
一年前正式运营。 19日，习近平乘火车沿京张高
铁抵达太子城站，走进车站运动员服务大厅，结
合沙盘了解京张高铁及太子城站建设精品工
程、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京张高铁承担着联通三大赛区的重
任，要抓紧开展运营服务、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
测试，及时发现不足、堵塞漏洞，提高精准化、精
细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为冬奥会期间安全高效运
行积累经验、做好充分准备。 （下转A02版）

流动性投放“变奏” 央行精细调控资金面
● 本报记者 罗晗
1月20日，央行开展了2800
亿元逆回购操作，单日逆回购操
作量创近3个月新高。 此前一周
高
多，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保持“
频少量” 态势。 分析人士认为，
在“稳” 字当头的要求下，精细
调控将是货币政策最大特征。
而最新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LPR） 连续9个月按兵不
动，也预示着2021年呈现“宽
货币、紧信用” 的政策格局。

近两日央行公
开市场操作和此前
“高频少量” 的情
况形成鲜明对比，

“稳” 字当头

但背后的政策意图
一脉相承。

公开市场操作现新特点
2021年开年才十来天， 央行公开市场操
作就出现新特点。 在1月上旬，50亿元“
地量”
逆回购时隔四年重现，后又缩减至20亿元，公
开市场操作呈现“高频少量” 特征。 1月15日
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打破了连续超
额续做态势，5个月来首次对当月到期的MLF
和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缩量续做。
分析人士认为，央行的“收缩” 操作主要
是为了推动资金面回归常态。 2020年末，由于
要应对高等级信用债违约风波和对冲跨年资
金需求，央行曾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资金面
一度转松。
随着央行开展“
高频少量” 的公开市场操
作和缴税高峰逐步到来，资金面开始收敛，央行
公开市场操作出现变化。 1月18日，银行间市场
存款类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加权
平均利率（DR007）上行至2.2%附近。 19日，央
行就暂停了持续多日的净回笼操作， 当日实现
净投放750亿元。 但DR007还是于19日上行至
2.34%，显著高于2.2%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1月20日是申报纳税期限截止日， 而1月
又是传统缴税大月。 从历史数据看，仅企业所
得税一项所涉及的走款规模就达数千亿元。
20日，央行逆回购操作规模陡增至28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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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净投放2780亿元。 央行表
示，这是为了“对冲税期高峰
等因素的影响” 。 不过， 当日
DR007继续上行至2.55%。

近两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和此前“
高频少量” 的情况形成
鲜明对比，但背后的政策意图一
脉相承。 1月4日召开的2021年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指出，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
适度。 央行人士表示，2021年货
币政策要“
稳” 字当头，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
间的可持续性。
浙商证券固定收益团队认为，这意味着央
行未来一段时间不会过快过度收紧流动性，整
体有松有紧，精细调控将是最大特征。
同样“稳” 的还有LPR报价。 20日，1月
LPR报价出炉，已连续9个月按兵不动。中国民
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这与市场预期基
本一致，体现了宏观政策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的实际需要相匹配。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 海通证券梁
中华团队认为，这意味着要保证融资增速和经
济增速基本匹配。 2021年，宏观政策的大方向
是宽货币、紧信用、调结构。
“2021年加息概率较小，逆回购、MLF等
短端政策利率或维持现状。经济复苏呈现总量
好但结构弱特点，如果政策利率加息，紧缩效
应较大。目前PPI同比仍为负值，且工业品价格
已涨至高位， 未来PPI大概率难以出现大幅回
升。 ” 该团队称。
梁中华团队认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
本稳定” ，信用政策的逐步收紧几乎可以说是
确定的。 而紧信用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
别是房地产融资压降、国企融资回归常态和政
府融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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