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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在秭归县拍摄的LNG加注码头。
长江三峡地区首个LNG加注码头主体工程日前通过

交工验收，即将投入营运。工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归州镇长江北岸，距离三峡大坝约36公里，码头建设7000
吨级LNG加注泊位1个，设计加注能力3.1万吨/年。该项
目是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引领气化
长江工程、服务船舶清洁能源使用、减少船舶污染排放、推
进长江生态保护、助力美丽长江建设和长江航运高质量发
展。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三峡地区首个LNG加注码头

即将投入营运

奥密克戎毒株成英国“严重威胁”

12月19日，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附近的一处疫苗接种
中心，当地居民排队等待接种疫苗。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18日说，英格兰每天
可能新增“数以十万计”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
例。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英国

“非常严重的威胁”。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日本企业瞄准中国“厕所革命”巨大商机

新华社东京12月19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经济
新闻》日前报道说，中国12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让日本企业看
到巨大商机。

报道说，中国水处理市场潜力巨大，日本经济产业省
预计到2030年这一市场的规模或超过30万亿日元（1美元
约合 113日元）。日本相关企业巨头已携水处理公司运营
经验和环境技术抢先进入这一市场。

据报道，日本住友商事公司2010年即开始开拓中国水
处理市场。近来通过与中国大型水务公司合作，不断在该
领域拓展业务。住友商事计划在 2030年前至少对该项业
务投资 100亿日元，通过更新设备等方式实现处理能力翻
番目标。

此外，日本著名企业东丽公司也积极把握中国水务市
场商机。东丽投资100亿日元在广东省新建的RO反渗透
膜工厂将于明年 3月底之前投产，将大幅扩大该公司在中
国的产能。

123名坦桑尼亚师生获颁“中国大使奖”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2月19日电（记者 谢昊） 中
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日前举办第四届“中国大使奖”颁奖
仪式，共123名坦桑尼亚师生在本年度获奖。

在颁奖仪式上，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健对获奖师
生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大家不负韶华，学有所成、教有所
获，为促进中坦合作和两国友好贡献力量。陈明健指出，
今年坦政府对高中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将中文列入国民教
育体系，这一重要举措意义重大，顺应了民众期望和社会
发展需求，是中坦人文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坦桑尼亚教育和科技部长恩达利查科在致辞中感谢
中方为发展坦中教育合作做出的不懈努力，对所有获奖者
表示祝贺。

此次获奖的115名学生和8名本土中文教师来自达累
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坦基础教
育汉语项目组等。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为坦边远地区的基戈马省卡苏鲁
市捐赠 100台缝纫机的仪式，陈明健和恩达利查科在捐赠
证书上签字并互换证书。

伊拉克首都“绿区”遭两枚火箭弹袭击

新华社巴格达12月19日电（记者 张淼） 伊拉克军
方19日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绿区”当日凌晨遭两
枚“喀秋莎”火箭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启动防空系
统对其实施拦截。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说，袭击事件发生在
当地时间19日2时许，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部署的反火箭
炮、大型火炮和迫击炮系统拦截并摧毁其中一枚火箭弹，
另一枚落在距离美国使馆约 500米的广场附近，爆炸造成
两辆民用车辆损坏。伊拉克安全部队已展开调查并确定
了火箭弹发射地点。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
件。

“绿区”是伊拉克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和英国驻伊大使
馆所在地，针对“绿区”的类似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台风“雷伊”重创菲律宾保和省
至少49人死亡

新华社马尼拉12月19日电（记者 闫洁 刘锴） 菲律
宾中部保和省省长黄严辉19日说，台风“雷伊”已造成保和
省至少49人死亡。

黄严辉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保和省遭“雷伊”
重创，房屋受损情况严重，农业损失惨重。“雷伊”已在当地
造成至少 49人死亡、13人受伤、10人失踪，死伤人数可能
进一步上升。

据悉，菲海军一艘补给船20日将从首都马尼拉启程前
往保和省，为当地运送一批紧急援助物资。

“雷伊”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最强台风之一，16日下午
在菲南部锡亚高岛登陆，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并引发洪水，
至少 48万人因此被转移。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目
前暂时没有更新数据，仍显示“雷伊”造成 31人死亡、3人
受伤、1人失踪。

当地媒体报道，在“雷伊”经过的地区，一些树被吹倒，
道路和房屋受损，数以万计居民遭遇停电和通信中断。菲
律宾政府目前正着手灾后恢复。一些市政工程人员正加
紧清理路面，修复电线和电话线。

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台风带，平均每年遭受20场台风
或热带风暴。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刘硕） 记者19日从最
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百日攻坚”
行动已于近日收官。百日攻坚行动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
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999件1285人，同比
分别上升 28.6%和 24.5%。其中，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司法
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要案119人，同比上升72.5%；查处涉
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案件 138 件 166
人，查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4.26倍。

最高检第五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开展百日攻坚行动是检
察机关深入推进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聚焦整治顽瘴

痼疾、清除害群之马，严惩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的一
项重要工作部署。据介绍，原定百日攻坚行动的周期为6月
上旬至9月下旬，后针对各地检察机关受理线索数量快速上
升、办案任务持续加重等实际情况，为更好配合开展教育整
顿工作，行动延长至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结束。

百日攻坚行动期间，最高检选取辽宁、河北等地检察机
关办理的9件重点案件，以全国检察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的名义进行挂牌督办，其中3件由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办公室挂牌督办。最高检第五检察厅直接对西藏“5·
13”系列案件、辽宁“4·06”专案进行实地督办。目前，西藏自

治区检察机关以涉嫌徇私舞弊减刑、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
等犯罪，共计立案侦查28人。辽宁检察机关以黑恶势力“保
护伞”渎职犯罪为切入点，一举立案侦查了阜新地区司法工
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犯罪案件12件12人。

据介绍，各地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部署和实施方案要
求，成立了工作专班，集中优先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
关注的重点案件，以及在一定范围内有震动、有影响的重大、
疑难、复杂跨地区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符合立
案侦查条件的及时立案侦查。

百日攻坚效果显现百日攻坚效果显现
12851285名司法工作人员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名司法工作人员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新华社天津12月19日电（记者 周润健） “天时人
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北京时间12月21日23时59分将迎来“冬至”节气。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每年公历12
月 21日或 22日，太阳到达黄经 270度时，“冬至”节气开始，
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二十二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四个节
气。“冬至日”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阳光最
少，白天最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此后虽夜渐短而
昼渐长，但地表热量积蓄越来越少，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
天”到来，须经九九八十一天，方能春回大地。

“冬至”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在中国古代，一向
被当作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加以纪念。

“古人认为，阴阳二气自然转化和阳气渐起，均始于
‘冬至’。周秦时期，以‘冬至’为岁首，举国相庆；因
‘冬至’总在十一月，所以十一月又被称为‘冬月’。汉代
以正月为岁首，‘冬至’为‘冬节’，仍与岁首并重，‘百
官绝事，不听政’，官府有‘贺冬’仪式，官场有‘拜冬’
礼俗，民间有‘冬至大如年’之说。自唐宋起，盛行‘冬

至’祭祖。明清两代，皇帝于‘冬至’郊野祭天，‘百官
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
自古以来，民间过‘冬至’，各地传统习俗大不同，北方
大多吃‘冬至馄饨’，代表‘冬至’为‘天地混沌’之
始，当然也有吃饺子的，如东北地区，而南方，尤其江南
地区则普遍吃意寓‘团圆’的汤圆。”罗澍伟说。

数九寒天，严冬将至，公众该如何调整饮食起居，做
好养生保健工作？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建议
说，此时节，人体需要足够的能量来御寒，肉类富含丰富
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钙等营养成分，是进补佳
品，但应注意饮食多样性，应与谷物、果蔬等合理搭配；
寒冬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要注意保持口腔和鼻咽部卫
生，注意室内空气流通，并适当进行御寒锻炼，以提高机
体的耐寒能力；养生重点是养心，始终保持良好心境，可
提升冬季人体免疫功能；随着严寒到来，人体血管收缩加
剧，心脏病和高血压患者病情往往加重，中风患者也会增
多，因此老年基础病患者要做好全身防寒保暖，坚持日常
用药，若感不适，要及时就医。

21日23时59分“冬至”：严冬将至，春归有期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
者 王君璐） 记者从 19日在京召
开的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
论坛上获悉，北京市推动接诉即办
改革 3 年来，共受理群众反映超
3100万件，诉求解决率从 53%提升
到89%，满意率从65%提升到92%。

据了解，2019年北京市以群众
诉求为“哨”，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向
基层报到、向一线报到、向群众报
到，推进“吹哨报到”向“接诉即办”
深化延伸，建立起市委统一领导，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各
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和各部门各
单位闻风而动、接诉即办的为民服
务体系。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 1
日至2021年11月30日，12345热线
共受理群众反映3134万件，单日最
高受理群众反映5.6万件。

此外，北京全市上下聚焦诉求
反映集中的高频、共性问题，开展
重点领域和区域治理；对持续时间
长、解决难度大的诉求开展专题研
究，制定解决方案，完善政策措施，
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协同联动，集
中力量推动问题解决，推动接诉即

办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深化。2021年 1月至 11月，北京
市通过“每月一题”工作机制已解决 16.8万套房产证难办
问题，为1.78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2.14亿元，扩增1.3万个
幼儿园普惠学位……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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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12月19日电（记者 伍鲲鹏 刘博） 只要一
放学，9岁的重庆男孩小谭总会第一时间飞奔回家，在家里的
训练室打磨自己的技巧，期待周末到市郊的室内滑雪场做出
更多高难度的动作。

“最初只是出于对滑雪这项运动的好奇，才让孩子学习
单板滑雪。没想到后来孩子特别喜欢，于是我便投入了更多
经济和时间成本培养他的兴趣爱好。”小谭的父亲谭勇说，今
年“双十一”他还为家里的训练室购置了更多器材，让小谭放
学后就能在家自行训练，周末则跟随滑雪学校的专业教练训
练更多技巧。

谭勇一家对于冰雪运动的喜爱是近年来中国不断升温
的“冰雪热”的缩影。自 2015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到冰雪运动中。而北京冬奥会开幕的
日益临近，更让中国冰雪消费呈现快速扩张态势。

据京东“双十一”冰雪相关项目装备销售数据显示，按照
类目分别计算，滑雪服成交额同比增长270%，滑雪单板订单
量同比增长590%，滑雪镜订单量同比增长300%，滑雪品类自
营订单量同比增长23倍。

冰雪消费在中国的全面升温，源于政府层面各类利好政
策的推出。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蒋依依
认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推动着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的快速
发展，带动冰雪消费迅速崛起。特别是《关于以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出台后，冰雪运动
和消费的快速发展势头更得以提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入到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中，
中国冰雪消费的根基得到了进一步夯实。根据《中国冰雪旅
游发展报告2020》，2018至2019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达
2.24亿人次，规模产值达8000亿元。目前中国滑雪旅游人次
也增长迅速，滑雪人次近2000万，已赶超部分滑雪市场成熟
的北美和欧洲国家。

“截至2020年底，重庆已经有6块滑冰场，包括2个室内
滑雪场在内的 10个滑雪场，每年累计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
近 100万人。可以说冰雪运动已经成为每年冬季重庆老百
姓体育娱乐的保留项目。”重庆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柯
萍说。在重庆，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更由2018年的不到1万
人次增长到了 2021年的百万人次。而在江苏，全省参加冰

雪活动人次破百万，近 50个冰雪场地成为当地人休闲娱乐
的新宠。

“现在每月来我们雪场学习滑雪的有 200多个学员，体
验滑雪的有300人左右，呈明显上升趋势。”海口雪乐山室内
滑雪场负责人张佑介绍说，雪场营业两年多至今累计接待将
近 2万人，长期的学员已有 200多人。“我们会开设滑雪课程
和等级认证考试，也会组织滑雪赛事，在寒假会组织滑雪旅
游，带学员一起去其他地方滑雪。”

在中国即将迎来一场冰雪盛宴的同时，冰雪消费更为巨
大的机遇也近在眼前。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此
前发布的《2021中国青年参与冰雪运动情况报告》显示，从北
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产生了参与冰
雪运动的想法，有1/3的青年人关注了社交媒体上的冰雪类
主播、博主和偶像。

众多海外冰雪运动品牌也加快了进入中国的脚步。德
国滑雪服品牌博格纳 12月 2日宣布将与中国企业波司登成
立合资公司共同拓展中国市场，并基于冬奥会在中国带来

“冰雪热”的预测，决定未来5年内在中国开设约80家零售门
店。此外，美国运动品牌沃尔科也在 11月于北京开设了首
家专卖店，日本户外品牌高德运也计划扩大中国市场。

冬奥会的临近，让中国“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
标不仅是简单的数字，而已成为中国冰雪消费绽放的最大公
约数，冬奥会也成了全体中国人共同期盼的节日。“今年暑假
我就带着孩子在全国各地的融创雪世界室内滑雪场滑雪一
个多月，2021-2022雪季我还购买了可以打卡国内七大雪场
的通滑卡，让孩子在冬奥会举办的这个寒假都能在雪场度
过，让孩子也能参加属于自己的‘冬奥会’。”谭勇说。

冬奥将至，冰雪消费在中国持续升温

位于清远市清城区的广连高速三凤里枢纽互通，上跨汕湛高速公路（无人机照片，12月19日摄）。
广连高速起于广州花都区，终于清远连州市，对接湖南临岳高速，主体工程将于2021年年底通车，建成后将进一步

完善粤湘省际通道和促进粤北山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广东湖南跨省大通道广连高速即将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