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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了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承诺
北京市延庆区区长于波
说，在延庆赛区，生态保护和冬
奥工程建设一体推进，
“山林场
馆。赛后，将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场馆和地区的联动发展
馆、
生态冬奥”
的核心设计理念
■ 北京冬奥会人工造雪系统采用目前世界最先进的高效节水人工造雪设备
由蓝图变为了现实。延庆赛区
和智能化造雪系统。总体来看，人工造雪需水量有限，不会对区域用水安
在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中，
全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高标准完成赛区生态修复，以
■ 张家口赛区在保水、蓄水和节水三个方面，实现了造雪用水和保护生态环
“ 避 让 ”为 第 一 原 则 保 护 动 植
境的双赢。此外，崇礼区的森林覆盖率也已超过 70％
物，同时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
水资源循环利用。
河北省张家口市副市长、
国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承诺。 制定了赛后利用计划。赛后，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市筹办冬奥会领导小组办公室
帕森斯说，报告内容翔实， 冬奥场馆将积极申办、举办高
雪上项目比赛主要集中在延庆
副主任刘海峰表示，北京冬奥
充满了可持续发展的亮点。随
水平赛事，场馆也将四季运营， 赛区和张家口赛区，为保障赛
会张家口赛区及早启动了造雪
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
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场
事用雪质量，参照全球范围内
准备工作，通过收集地表径流、
办工作不断推进，
无障碍设施在
馆和地区的联动发展。
雪上项目重大国际赛事的举办
雪融水等举措，在保水、蓄水和
情况，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北京、张家口两地的普及程度越
在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
节水三个方面，实现了造雪用
也采用人工造雪。北京冬奥组
来越高，
残疾人运动和残疾人事
中，
清洁能源的建设与利用是实
水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赢。此
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有力促进
现“绿色办奥”的关键。北京冬
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介绍，北
外，崇礼区的森林覆盖率也已
京冬奥会人工造雪系统采用目
了当地社会和环境发展。
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
超过 70％。
前世界最先进的高效节水人工
在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 表示，
通过发挥主办城市的资源
据悉，
北京冬奥组委将在赛
李森介绍，北京冬奥会使用了 6
优势，
北京冬奥会的电力供应基
造雪设备和智能化造雪系统。
后发布《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
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所
本上是依托现有的城市市政电
总体来看，人工造雪需水量有
报告（赛后）
》，
全面汇总赛事筹办
网，
以及既有规划建设的电网资
限，不会对区域用水安全和生
有新建场馆在规划设计阶段就
和举办全过程的可持续性成果。
充分考虑了赛后利用的问题， 源，
不需要新建其他的电力设施。 态环境造成影响。

■ 在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北京冬奥会使用了 6 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

大众参与点亮冰雪运动事业未来
——专家解读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数据发布
□新华社记者 王沁鸥 吴俊宽

月
日 ，七 台 河 职 业 学 院 短 道 速 滑 训 练 中 心
1 10
的 孩 子 们 在 七 台 河 体 育 中 心 训 练（无 人 机 照 片）。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
计局开展的“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日前公布
报告，中国已实现了“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中
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已从愿景变为现实。数据的增
长体现了怎样的中国冰雪发展
图景？新华社采访多方专家对
此进行解读。

北京冬奥会的第
一块
“金牌”
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大
众冰雪部部长罗军介绍，北京
申冬奥过程中，中国正式向国
际社会作出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不均、设施服务尚不完善等不
雪运动”的承诺。数据显示，从
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实
2015 年 北 京 申 冬 奥 成 功 到
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和
2021 年 10 月间，
全国冰雪运动
参与人数达到 3.46 亿人，居民 “四季拓展”战略，创新扩大冰
雪运动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
参与率达 24.56％；近四成参与
者每年开展一到两次冰雪运动。 建立冰雪运动普及推广体系，
打破了冰雪运动时空局限。
国家统计局信息民调中心
多名业内专家表示，中国
副主任杜燕介绍，调查采用分
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
标的完成，是北京冬奥会给予
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18 岁
全球冬季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
以上城乡居民。从年龄结构上
最 为 重 要 的 遗 产 ，可 以 说 是
看，18 至 30 岁居民冰雪运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第一块
参与率最高。从地域上看，东
。
北地区冰雪运动参与率明显高 “金牌”
于其他区域，黑龙江省参与率
冰雪运动助力健
最高；江苏和山东参与人数最
康中国
多，均为 0.26 亿人。
北京咏怀体育发展研究院
“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参
院长王兵认为，许多欧美国家
与率相差并不明显，呈现出冰
雪运动在大江南北蓬勃开展， 的冰雪运动开展历史已超过百
年，中国通过短短几年时间缩
传统地区更加火热、新兴地区
小了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实现
活力不断的生动局面。”罗军
了跨越式发展。
说，在此过程中，中国克服南北
截至 2021 年 1 月，全国已
气候差异明显、冰雪资源分布

北京冬奥会上吃得怎样？
这是我们最近常被问起的话
题。这是一道主观题，仁者见
仁，
但我们不约而同给主媒体中
心的
“智慧餐厅”
打了
“好评”
。
做汉堡、炸薯条、煮饺子馄
饨、涮麻辣烫、炒中国菜、做拉
花咖啡……甚至是上菜，全由
机器人完成。作为食客的我
们，心里盘算的是：吃完这顿，
下顿选啥？
每天中午 12 点一过，智慧
餐厅里的各位“机器人厨师”开
始忙碌，电子屏幕上闪烁着正
在排队的数字，这是食客们的
餐号。大家会选在靠近档口的
位置，眼神聚焦在机械臂上，等
着品尝它的手艺。

有 654 块标准冰场，较 2015 年
增幅达 317％；
已有 803 个室内
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 年增幅
达 41％。冰雪运动为开展全民
健身、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更
多样的抓手。近年来，各地积
极运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方
法，大力推广仿真冰仿真雪等
陆地冰雪运动，此次调查也将
旱雪、
滑轮、
陆地冰壶、
陆地冰球
等纳入广义的
“冰雪运动”
中。
“过去我国体育事业一直
存在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
和‘夏强冬弱’的问题。冰雪运
动的时空拓展，以及从小众竞
技运动到大众时尚生活方式的
升级，丰富了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供给，甚至催生出诸如雪地
马拉松、冰上龙舟、冰上拔河等
新玩法。”王兵说，冰雪运动多
在寒冷的户外环境下进行，一
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们御寒抗
病能力的提升。
此 次 调 查 中“18 至 30 岁

式注册的各级冰雪运动社会组
织共有 792 个，是 2015 年冰雪
运动社会组织数量的近 3 倍。
王雪莉认为，大众参与为
冰雪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可持
续发展的根基。她介绍，冰雪
产业的高产值，使其在中国体
育产业版图中占据重要地
位。
“ 它的产业配比均衡，其中
制造业比很多运动项目产值
更大、技术含量更高，涉及许
多大型机械。第三产业中，冰
雪产业能带动更丰富的业态
融合。更高端的教育培训、可
囊括家庭需求的度假旅游，以
及形式更为多样的竞赛表演，
为体育消费升级提供了一种
方向。以冰雪运动为龙头，冰
居民冰雪运动参与率最高”的
雪产业能延伸出更长、更宽泛
结果引人关注。北京体育大学
的产业链。”
教授林显鹏认为，这体现了冰
根据《冰雪运动发展规划
雪运动时尚化、年轻化的特点；
备战北京冬奥会期间涌现出的 （2016 － 2025 年）》，到 2025
年，中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
一批青年偶像也对年轻人有吸
到 1 万亿元。王雪莉认为，这
引作用。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认为： 一目标有潜力实现。
“因为疫情的原因，使原本
“冰雪运动很多是在户外环境
流向国际市场的高消费客源留
下，甚至不太舒适的自然条件
在了国内。而北京冬奥会又极
下开展的，这对人的体能和精
大提升了冰雪运动的关注度。
神都是考验，对于青少年有人
如何将初级参与者转化为有黏
格塑造的作用，是很好的自然
性的消费者，需要继续进行产
教育、环保教育。
”
品和服务升级。
”王雪莉说。
大众参与打下产
对于全球来说，中国市场
业发展根基
的开拓为冰雪产业提供了新的
空间。
“全球其他适合发展冰雪
此次发布的统计调查显
产业的地区大多已处于成熟
示，超九成的参与者系自发参
期，未来增量有限。”王雪莉说，
与冰雪运动。罗军介绍，群众
性冰雪运动组织的大幅增加是 “中国显著增加了冰雪运动参
与人数，可以说给全球冰雪产
明显的佐证。民政部全国社会
业市场打了一剂
‘强心针’
。
”
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数据显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正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日益临近，目前，
承担着张家口赛区全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运动员、
教练员及代表团成员在住宿、
餐饮、
娱乐、
休闲等方面服务工作的奥运村项目已
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走进冬奥村内的房间，
绿色环保又温暖舒适的环境令人忍不住赞
叹，
无论是建材还是技术，
都注重综合利用
和低碳使用，
与绿色办奥理念交相辉映。
值得一提的是，
张家口冬奥村在建设
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节能、节材、节水措
施，已获得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评价标
识，这也是绿色建筑评价中的最高等级。
既符合绿色办奥的理念，
又能充分满足冬
奥会的需求，
这是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实践与决心，更昭示
着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参与
者、
贡献者、
引领者的信念和信心。
绿 色 是 生 命 的 象 征 、大 自 然 的 底
色。将绿色、科技、环保基因注入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筹办过程中的每一处细
节，不仅向全世界人民传递出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
赋予未来无限可能。让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加快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需要每个人行动起来。

□

芦静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
者李春宇）13 日上午，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北京
冬奥组委、延庆赛区、张家口赛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绿色冬奥和
可持续发展工作情况，并发布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
（赛前）
》
（以下简称报告）。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
部长李森表示，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始终践行
“绿色办奥”的理念，并将筹办
工作与城市和区域发展紧密结
合，促进了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报告总
结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目
前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国
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分别通
过视频对报告的发布表示祝
贺。巴赫表示，
北京冬奥组委采
取了多项举措，降低碳排放，保
护环境，
兑现了北京冬奥会为中

观点

绿色冬奥村赋予未来无限可能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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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冬奥
北京冬奥会城市景观布置
即将全部到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周粤婷 张骁）北京冬奥会
城市景观布置工作将于1月20日前全部到位。届时，
3处标
志性景观、
10 个主题花坛、
20 万盏灯笼灯饰、
1.4 万面宣传
道旗、
5000余处宣传画面将在两地三赛区呈现，
融合冬奥、
春节、
民俗元素，
共同营造
“喜庆祥和、
同庆冬奥”
的氛围。
截至目前，
北京赛区完成 150 余处景观装饰布置，
延
庆赛区完成 2 处标志性景观以及部分景观小品、宣传画面
等景观布置。根据冬奥城市景观方案，北京增种了 11.1
万株常绿乔木、356.4 万株彩枝彩叶植物，大大丰富了冬
季城市的色彩。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冬奥城市景观布置
工作贯彻节俭办赛要求，
充分利旧利废，
通过地景雕塑、
增
加常绿彩枝观果植物等多种形式，
进行冬季绿化布置。

张家口冬奥村启动闭环管理

这是 2021 年 12 月 30 日拍摄的北京冬奥会张家
口冬奥村（冬残奥村）。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据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13 日电（记者杨帆）记者 13 日
从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了
解到，根据场馆运行实际需求，即日起张家口冬奥村启动
闭环管理，进入赛时状态。
据介绍，张家口冬奥村计划于 1 月 23 日预开村，1 月
27 日正式开村，共运行 53 天，3 月 16 日闭村。冬奥会期
间，预计接待来自 7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 2020 名运动
员及随队官员。冬残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自 39 个国家
和地区代表团的 644 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
记者了解到，1 月 14 日－23 日，张家口冬奥村将迎来
部分外籍考察人员，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1 月 3
日起，冬奥村就启动了“小闭环”工作模式——即为外籍
人员和中方陪同人员划定了安全活动区域和流线。

机器人
“大厨”
上岗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张逸飞 王君宝

“XXX 号正在出餐中”，提
示声响，拿着小票的食客快步
走到出餐点，粉红色灯闪亮，机
械臂“恭敬”地送出一碗水饺，
客人端走，接下来就交给舌尖
了。
“ 饺子档营业第一天，两小
时就卖完了当天备料。”餐厅主
管钟展鹏对智能煮饺子机的首
日亮相很满意。
“牛肉汉堡的味道，不亚于
那两个快餐品牌。”有媒体记者
说。加热面包、煎肉饼、配生菜
和酱汁、包装、轨道传送……一
次备料，一台机器可连续制作
300 个。只需 20 秒，一个新鲜

热乎的汉堡就能出炉，应对用
餐高峰，毫无压力。
中国菜以烹饪复杂多变著
称，机器人也能做？答案是肯
定的。中国名厨们的火候控
制、翻炒手法、下料顺序，早已
设定为智能程序，宫保鸡丁、东
坡肉、煲仔饭……就是你想要
的那个味儿。
菜炒好了，接下来是“空中
走廊上菜”。当一盘干炒牛河
乘坐云轨小车，在你的头顶呼
啸而来，再通过下菜机，从天而
降，最后悬浮在桌面上，你除了
开着手机拍摄，脑海里就只剩

一个念头——
“天上掉馅饼”可
以是真的！
试运营 10 天来，智慧餐厅
已经有了“热门菜”，它们是：饺
子、胡辣鸡块、干炒牛河、蒜蓉
西兰花、红烧牛肉面、小炒黄牛
肉。
“ 冬奥会还有 20 多天就开
幕了，我们还在完善细节，希望
能以完美姿态，让国内外客人
吃得舒服。
”钟展鹏说。
都说众口难调，受饥饿程
度、价格、心情、环境体验影响，
大家会对“口味”有不同评价，
但面对“智慧餐厅”，你很难不
翘大拇指，而且你还会很自豪

地告诉外国朋友——这些“机
器人厨师”全是
“中国制造”
。
每次点餐，
都会犯选择困难
症，既不想失去饺子，又渴望吃
一口面条，
最后，
选定一种，
吃完
交流心得。因为防疫要求，
餐厅
内每个座位都有三面隔断，
共享
食物的念头基本打消，
因为你不
方便僭越挡板，去尝邻桌的菜。
这样吃饭的好处是，
你会更专注
自己的食物，
不浪费，
吃精光。
一个尊重食物的人，吃什
么都香，更不用说，是国产机器
人下厨做的。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纪委，认真贯彻落实“廉洁
办奥”理念，强化政治监督、纪律监督、金融保障过程
监督，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风险防范，确保冬奥
金融服务“像冰雪一样纯洁干净”。图为中行河北省
分行纪委的同志在中行张家口崇礼赛时指挥中心进
行“廉洁冬奥”工作监督指导。
赵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