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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纽约 1 月 26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和

北约 26 日分别向俄罗斯递交了有关安全保障问题的书面回复。俄

官员表示，有关回复不能令俄罗斯满意，俄方不会接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美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

方在书面文件中提供了一条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路径，

表达了对“俄方行动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安全”的担忧等。布

林肯表示，美方对与俄对话持开放态度，希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乌

克兰问题，但俄罗斯需要“缓和对乌克兰的进攻”、“停止过激言论”，

并本着对等原则参与关于欧洲未来安全的讨论。他期待近期与俄

外长拉夫罗夫就美方提议以及双方下一步行动进行对话。

针对美方的书面回复，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

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扎巴罗夫说，美方的回复不能令俄罗斯满意，

俄方对此不能接受，“华盛顿正走向直接对抗”。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尼科诺夫表示，美方没有

在书面回复中对俄方关切做出任何回应，这样的回复毫无意义。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当天通过俄驻比利时大使馆向俄

方递交了有关安全保障问题的书面回复。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26 日晚在记者会上证实北约已递交

书面回复，表示北约不会在事关安全的原则问题上妥协，将继续致

力于集体防御承诺。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罗斯和北约重新设立各

自办事处，充分利用军事沟通渠道提高透明度并降低风险。他说，

北约寻求通过对话找到政治解决方案，同时也为最坏的情况做好

了准备。

当天早些时候，拉夫罗夫在俄国家杜马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

时表示，如果西方针对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建议没有建设性回

复，且继续其“侵略路线”，俄将采取必要对策。

（参与记者：黄河、邓仙来、任珂）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商务部 27 日发布消息，1 月 26 日，世

贸组织仲裁庭发布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世贸争端案裁决，认定

由于美方未履行世贸组织生效裁决，中方在货物贸易领域每年可

对美实施 6.45 亿美元贸易报复。

消息称，本案胜诉成果对于纠正美违规反补贴做法、维护我国

企业合法贸易利益、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消息，本案是中方在世贸组织第 2 次获得对美方贸易报复

额。此前中国在诉美国反倾销措施世贸争端案中获得对美 35.79

亿美元的年度贸易报复额。

消息称，中方敦促美方不要再寻找任何借口，立即采取行动，

纠正在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中的错误做法。

世贸组织就中国诉美国
反补贴措施案发布裁决
中方在货物贸易领域每年可对美实施6.45亿美元贸易报复

就安全保障问题

美国和北约向俄罗斯递交书面回复

冬奥村正式开村
这是 1 月 27 日拍摄的北京冬奥村。当日，北京冬奥会北京、张家口、

延庆三个赛区的冬奥村正式开村。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27 日 电

（记 者 郁思辉、吴博文）27 日，北

京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南门外广场

举行了全要素演练，同时模拟了火

炬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的传递

流程。

根据此前公布的冬奥会火炬

传递路线，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启

动仪式将于 2 月 2 日举行。当日火

炬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

京冬奥公园传递。

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举行全要素演练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开始进驻三大赛区冬奥村

快
讯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者王君

宝、吴书光）1月 27日，参加第二十四届冬

季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

数 为 387 人 ，其 中 运 动 员 176 人 ，教 练

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工作人员

164 人，团部工作人员 47 人。北京冬奥

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历史上参赛规模

最大的一届冬奥会。

176 名运动员中，女运动员 87 人，男

运动员 89 人。共有藏族、维吾尔族、满

族、回族等 9 个少数民族运动员 20 人。

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 25.2 岁，年龄最

大的 37岁，为男子冰球队员叶劲光；年龄

最小的 17 岁，为男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何金博及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彭清玥。

131 名运动员为首次参加冬奥会，

徐梦桃、贾宗洋、齐广璞、蔡雪桐、刘佳

宇将第四次参加奥运会，是代表团中参

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教练员共 78 人，包括来自美国、加

拿大、俄罗斯、法国、日本等 19 个国家

（地区）的 51 名外教。

当 2015 年北京获得 2022 冬奥会举

办权时，中国在 109 个小项中约有三分

之一的项目从来没有开展过；在 2018 年

平昌冬奥会上，中国队的参赛项目约占

项目数量总数的一半。

本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完成了北京

冬奥会全部 7 个大项、15 个分项的“全项

目参赛”任务，共获 104 个小项 194 个席

位的参赛资格（含 4 个需通过北京冬奥

会其他小项成绩再确认的“赛中赛”小

项），占全部 109 个小项的 95.4%。与平

昌冬奥会我运动员参加 5 个大项 12 个

分项 53 个小项相比，增加了冰球、雪橇 2

个大项，北欧两项等 3 个分项，速度滑冰

女子 5000 米等 47 个小项，参赛小项、运

动员数量均大幅提升。

在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夺得的 13枚

金牌中，有 12枚出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和速度滑冰项目。在北京冬奥会上，这

三个项目的代表队有望“三箭齐发”，继

续担任中国军团争金夺牌的主力军。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27 日，

北京冬奥会各冬奥村正式开村。中国

体育代表团首批 6 支国家队严格执行疫

情防控要求及入村流程，安全、顺利进

驻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冬奥村，即将

有序开展各项适应性训练。其中，国家

男子冰球队、国家女子冰球队入驻北京

冬奥村；国家越野滑雪队、国家自由式

滑雪雪上技巧队、国家冬季两项队、国

家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队顺利入驻张

家口冬奥村。

挖掘机整地机声隆隆，建筑工人劳作热火朝

天。近日，石城县闽粤通衢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项

目开工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是由石城县人民

政府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成功

与深圳市馨屹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项目

投资合同引进的项目，总投资15亿元，建设用地

约200亩，立足石城自身特色，突出以旅游、客家

文化、通衢文化为主题，打造集旅游观光、客家文

化、民宿、特色商业、康养旅游、历史人文院落为

一体的闽粤赣地区客家文化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石城县不断推进与大湾区旅游市场

和农产品产销合作，高质量打造全国知名的温泉

康养旅游目的地、品牌运动鞋服智造基地、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红色基因传

承示范区，努力将石城打造成富裕美丽温暖的

“湾区精品后花园”。2021 年，该县多项主要经

济指标实现跨越式增长，增速稳居赣州市“第一

方阵”，连续七年获评该市高质量发展先进县。

敢闯敢拼谋发展，低碳经济乘风破浪。石

城县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去年实施重点项目

114 个，完成投资 72.13 亿元，三晟（李宁）鞋服产

业园一期、智慧生物质发电、华御体育等一批重

大项目竣工投产。新引进站胜集团等重大项目

21 个，总投资 86.54 亿元。生态农业提质增效，

获评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激励评价先进县，白

莲产业促进发展中心挂牌成立，成功引进袁隆

平赣南革命老区“石城红米”科研基地项目。工

业加快倍增升级，全省首个鞋类产品质量监督

检测中心获批运营，品牌运动鞋服首位产业产

值突破 130 亿元，硅加工、新能源、绿色食品、新

型机械制造等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活力

显现，天沐温泉一期、钢琴艺术城建成投入运

营，赣江源景区通过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景观质

量评审，成功举办中国温泉产业发展高层论坛

等重大活动，旅游热度不断提升。去年全年累

计接待游客 994.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24％。

统筹推进促提升，全域旅游风生水起。高

质量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和“三区三

线”试划，城市规划体系基本成型，中心城区建

成区面积达 12.7 平方公里；棚户区（城中村）、

老旧小区改造顺利推进，3 个社区获评全省“绿

色社区 美丽家园”示范社区；海绵城市建设、

污水处理设施扩容工程、返迁安置房建设等稳

步推进，智慧停车系统上线运行，城市功能品

质全面提升。乡村更加秀美，扎实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建成美丽宜居示范乡镇 1 个、示范

村 13 个、示范庭院 2194 户，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现场会在该县召开，3 个村获评第七届江

西省文明村镇。生态优势更加明显，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 99.7%，县域水综合指数居省市前列，

湿地保护率超出全省平均值 20 多个百分点，获

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用心用情惠民生，幸福指数节节攀升。该

县 2021 年累计实现民生类支出 26.5 亿元，占财

政总支出的 87%，民生保障持续加强。50 件民

生实事基本完成，“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深入推进，76 个重点民生项目全面完成，获评

全 市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先 进

县。石城人民翘首以盼的兴泉铁路石城段建

成通车，标志着该县迈入铁路时代。石城中学

新校区整体投入使用，高考本科上线人数实现

“八连增”。石城砚制作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县文化馆提升为国家一级馆。县康

复医院、残疾人康复中心、内科住院楼“三合

一”综合业务用房等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县人

民医院成功晋升三级综合医院，该县获评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营商环境满意度测

评位居省市前列、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满意

度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李方圆）

石城冲刺跑出对接湾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