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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和谱（江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2022年1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
拟将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人民
币减至50万元人民币，现予以公告。
请债权人自见报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和谱（江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8日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董事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由4,100

万美元减少至3,485万美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

特此公告。
小松（常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2年2月8日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2月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致贺电，祝贺她登基70周年。

习近平指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长
期关心和支持中英友好，是中英关系发
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今年适逢中英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希望双方以
此为契机，深化友好互信，扩大交流合
作，共促国际团结，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
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作出新贡
献。

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1 月

2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海
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亚当·
福斯特。

习近平指出，斯诺夫妇积极
推动了中国工合运动，为创建山
丹培黎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
国人民铭记包括斯诺夫妇在内的
国际友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作出的贡献，以及对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我对海

伦·福斯特·斯诺家族多年来为发展
中美关系作出的积极贡献予以高度
评价。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和基金会继
续以斯诺夫妇为榜样，为增进中美两
国人民的友谊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近日，福斯特致信习近平主席，回
顾斯诺女士为美中民间友好所作出的
贡献，表示将继承斯诺女士促进美中
民间友好合作精神，为美中人民交流
互动搭建桥梁。

习近平复信
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记
者刘诗平） 2 月 7 日，位于西藏自
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境内的湘
河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现场，
各 项 施 工 正 在 紧 锣 密 鼓 地 进 行
着。虽然冬季低温严寒为施工增
添了不少困难，在工地上度过春节
假期的建设者们依然在全力推进
工程建设。

湘河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
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2019 年 4 月开工建设，预
计今年 12 月完工。与湘河水利枢
纽及配套灌区工程一样，广西壮族
自治区境内的大藤峡、海南省境内
的迈湾和天角潭等重大水利工程春

节假期施工也在继续。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4 年开始实施的 172 项重大水
利工程，目前已累计开工149项，完工
49 项，竣工验收 19 项。其中，引江济
淮、滇中引水、大藤峡水利枢纽等重大
水利工程正在建设中。

同时，国务院确定的2020年及后
续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也在加快
实施，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
置、灌溉节水和供水、水生态保护修
复、智慧水利等5类工程。

截至 2021 年底，150 项重大水利
工程已批复立项67项，开工62项。

目前，我国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
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我国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投资规模超万亿元

据新华社南京 2 月 7 日电（记
者赵久龙 杨绍功） 2 月 7 日，春节
后开工第一天，江苏多地迎来大
雪。江苏省气象台 7 日 10 时 11 分
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未来 24 小时南京、镇江、常州、无
锡、扬州、泰州、淮安南部和盐城中
南部等地区将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
道路结冰。

受大雪天气影响，截至 7 日 12
时30分，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进出港
航班已取消 261 架次，延误 224 架
次。机场方面已冒雪将跑道清理完

毕，航班已陆续起飞。
据江苏省气象台分析，7 日白天

江苏全省仍有较强降雪，夜里除苏南
南部外全省大部地区降雪将逐渐停
止。8 日早晨气温较低，沿江和苏南
地区有积雪，局部地区有道路结冰。

气象部门提醒，当路表温度低于
0℃，出现降水，12 小时内可能出现对
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交通、公安等
部门应按照职责做好道路结冰应对准
备工作。驾驶人员注意路况，安全行
驶。行人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注意
防滑。

江苏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刘
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2022年1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 32216 亿美元，较 2021
年末下降285亿美元，降幅为0.88％。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介绍，2022 年 1 月，

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延续平稳态势，境
内外汇供求呈现基本平衡。国际金融
市场上，美元指数上涨，全球金融资产
价格总体下跌，“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
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
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
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截至2022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216亿美元

虎年春节的“黄金周”画上了句
号，人们收拾假期的闲适，返回各自
的岗位，重启工作和生活节奏。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新春来了，对于未来，大家总会寄予
无限期望。更何况，今年又是“百兽
之王”来当轮值生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象征着
力量强大、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果
敢无畏。关于老虎，中国还有一句
常用于安慰人的俗语——“老虎也
有打盹的时候”。但是，在关键时候
可不能掉链子。

把握好大局，清醒认识形势，抖
起虎虎生威的雄风、拿出生龙活虎
的干劲、发扬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
才能一路披荆斩棘，达成既定目标。

虎年春节假期，不少人放弃休

假，奋斗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中，有的
奋斗在冬奥一线，有的则奋斗在疫情
防控的前线，还有的奋斗在国家重点
工程上，更多的奋斗在保障社会平稳
运行、须臾不可或缺的岗位。正因有
这样的奋斗和坚守，日子才越过越红
火，国家才越来越富强，民族才越来越
兴盛，正所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
一声”。人勤春早，实干兴邦。假期
过去，让我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撸
起袖子加油干，一起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新华社杭州2月7日电

人勤春来早 虎年“不打盹”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记者董
意行 姬烨 何磊静） 在 7 日的北京冬
奥会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北京冬
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对中国代表团运
动员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预期，他
表示，本届冬奥会中国运动员并没有

明确的成绩指标，同时希望所有运动员
都能创造优异的成绩。

“从北京冬奥组委的角度来讲，我们
关心所有的运动员，不仅仅是中国运动
员。我们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通过赛
场，去创造优异的成绩。”杨树安说。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项很重要的传
统，就是参与，而不是名次本身。这次冬
奥会很多运动员都创造了优秀的成绩，这
不在于有没有打破奥运纪录、有没有取得
金牌，而是和自己相比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这对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成功。”

同时杨树安表示，本届冬奥会中国
运动员并没有明确的成绩指标。“我们希
望运动员拿干干净净的金牌、拿遵纪守
法的金牌、拿体育道德金牌，而不是具体
每一个项目要拿多少。”

“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运动员能取得
好成绩。”他说。

北京冬奥组委：

中国运动员没有成绩指标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记者王
恒志 张泽伟） 7 日的单板滑雪男子
坡面障碍技巧决赛，获得亚军的苏翊
鸣为中国赢得单板滑雪首枚冬奥奖
牌，小将苏翊鸣领衔一众中国选手继
续在冬奥赛场上创造历史。而在首都
体育馆里，中国短道队为中国军团再
添一金，任子威获得男子 1000 米冠
军。

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时
默默立下的誓言，如今已经成真——
他不仅代表中国参加了冬奥会，还站
在了冬奥赛场的领奖台上，为中国冬
奥历史写下新的篇章。凭借稳定的表
现、全场第一个 1800 度动作，苏翊鸣
在 7 日的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决赛第二轮拿到 88.7 分，获得一枚宝
贵的银牌。

包括单板滑雪在内，中国军团在北
京冬奥会全分项参赛，有太多的“第一
次”——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
燕”，24岁的徐铭甫成功完赛；在首钢滑
雪大跳台，17岁的何金博完成了个人最
高难度动作；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21
岁的王沛宣上演首秀⋯⋯虽然成绩难
称出色，但他们都在各自项目填补了中
国冬奥参赛历史的空白，而且，正如徐
铭甫所言：“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因为
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备受期待的谷爱凌也迈出了自己
冬奥会的“第一步”，在有惊无险晋级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后，这个
18 岁的小姑娘说：“希望明天能做出
更高难度的动作。”

谷爱凌的梦想不止奥运金牌，她
说，能影响、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滑
雪，是比她自己一个人“在空中翻跟
头”更重要、也更酷的事儿。

这样的梦想，24 岁的爱尔兰雪橇
手埃尔莎·德斯蒙德一定特别理解。
自从 9 岁立志成为雪橇手并踏上奥运
会的舞台，她用了 15 年，成为爱尔兰
史上首位雪橇运动员、以一己之力创
建爱尔兰雪橇协会⋯⋯直到今天，她
终于站在了冬奥会的赛场上。虽然排
名靠后，但她说，希望有更多孩子在看

到她的比赛后，能像当年的自己那样投
身雪橇运动。

有梦想就有奇迹，奥运赛场从来不
缺传奇。和苏翊鸣一同站上领奖台的两
位加拿大名将都堪称传奇，获得冠军的
马克斯·帕罗特在平昌冬奥会后确诊癌
症，但他战胜了病魔，在 2021 年夏季之
前开始恢复训练，再度站上奥运赛场；获
得第三名的麦克莫里斯则是连续三届冬
奥会铜牌得主，他也遭遇过几致丧生的
事故，但又顽强回到了赛场。而在高山
滑雪赛场，41 岁的法国老将约翰·克拉
雷用一枚银牌证明了什么叫老当益壮；
荷兰老将伊琳·伍斯特打破奥运纪录卫
冕速度滑冰女子1500米，这也是即将年
满 36 岁的她获得的第 12 枚冬奥奖牌；
意大利选手丰塔纳也拿到个人第 10 枚
冬奥奖牌，当日她获得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冠军。

中国短道队也在继续书写传奇。继
拿到本届冬奥会中国首金后，7 日的首
都体育馆再传捷报，任子威获得男子
1000 米冠军。当日的短道速滑比赛异
常激烈、犯规频发，从 1／4 决赛到半决
赛再到决赛，几乎每场比赛都要经过裁
判的判罚才能决定名次。中国队三名选
手悉数晋级男子1000米决赛，而世界排
名前五的选手全部出局。决赛中匈牙利
队的世锦赛冠军刘少林虽然率先撞线，
但经裁判反复研判，刘少林最终因“同一
组比赛中两次犯规”被出示黄牌，任子威
升至第一，和队友李文龙包揽冠亚军。

中国女子冰球队 7 日晚没能创造历
史，在以1：2不敌瑞典队后，她们仅剩理
论上晋级八强的可能。

中国冰壶混双组合当日以一场失利
结束了冬奥征程，有意思的是，赛场外的
中美“徽章外交”还没结束，美国队员普
利斯说，他们还没准备好回赠给中国队
的礼物，要回奥运村好好找找。看来，中
国队送的“冰墩墩”徽章真的送到了心坎
上。

说到冬奥吉祥物“冰墩墩”，绝对是
冬奥会开幕以来的“抢手货”，现在全国
上下一“墩”难求，连海外网友都想要一
个。“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说：

“做‘国潮’要真正地读懂中国，‘向过去
要未来’。”

北京冬奥会 7 日共产生 9 枚金牌，
瑞士、瑞典、荷兰、德国、加拿大、斯洛文

尼亚、中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奥委会各得
1 金，金牌榜上瑞典队 3 金排名首位，中
国队 2 金 2 银排名第四。8 日将产生 10
枚金牌。

苏翊鸣创历史 短道队再收金

2月7日，任子威（左二）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2月7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