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之城 魅力无限
—张家口全力筹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综述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通讯员 赵婧男

近日，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
活动引爆张家口赛区。随着北京冬奥
会前最后一个雪季接近尾声，距离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已经不足一年时间。

回望来路，张家口全力筹办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久久为功，更是蓄
势待发。

2015年的7月31日，北京携手张家
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
权。零经验零基础的崇礼，怎样握住握好
北京这双大手，共同办好这场冰雪之约？

5 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
张家口，为冬奥会筹办指明方向。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办奥”“五个
着力”总要求，张家口始终把筹办冬奥
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刻也不能
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
76 个冬奥会场馆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贫困县“摘帽”成
为滑雪胜地；冰雪经济火热，助推
高质量发展……

九万里风鹏正举，冬奥之城
魅力无限。

筹办工作扎实推进

2020 年 12 月 21 日，河北
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在崇礼
区 国 家 跳 台 滑 雪 中 心 开 幕。
备受瞩目的“雪如意”——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首次亮相便
惊艳世界。从“雪如意”顶端顺
着连接赛区场馆的空中廊道“冰玉
环”延伸，已建成的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尽收眼底，呈
现出一幅现代建筑与历史文化、自然
山水交相辉映的优美画卷。

“我们始终站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和制度优越、展示中国负责任
大国形象、展示我国办赛能力的高度，
以临战状态全面升级加力冬奥会筹办
工作。”冬奥会脚步渐近，谈及冬奥会筹
办，张家口市委书记回建如是说。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席 卷 全
球。面对疫情，冬奥会筹办工作没间
断、力度没减弱、标准没降低，冬奥会
场馆建设项目最早复工、全部复工。
2020 年底，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 4 个竞赛场馆，通过了现场考
察认证。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目前见过的
最好的跳台滑雪场馆，古杨树场馆群将
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场馆，云顶滑雪公园
是世界上最好的单板和自由式滑雪场
馆之一。”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专
家的高度评价，成为张家口答卷的最有
力注脚。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北京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 76 个冬奥会项目全部完成
建设任务，冬奥会场馆及交通、电力、通

信、安保、气象、医疗等与赛事紧密相关
的基础设施项目，均达到了测试赛保障
需要。联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
的京张高铁崇礼铁路已运营一年，新建
赛区 6 条道路；冬奥会重点配套太子城
冰雪小镇整体亮相；赛事核心区及沿线
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显著效果；北医三院
设立崇礼院区并列入首批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试点；冬奥会住宿保障酒
店、全域基础设施、主城区功能、城市管
理服务提升全面跟进。

冰雪运动蓬勃发展

积极推进“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张家口持续举办多届“大好河山·激情
张家口冰雪季”暨“零度以下经济”发展
大会，广泛举办冰雪体育赛事，组织开
展群众性冰雪运动，推动冰雪运动全覆
盖。同时，以滑雪季为舞台，重点在国
内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等地区推广冰雪
运动，实现“北雪南移”。

张家口市教育局连续举办了四届
全市学生冰雪运动会，覆盖校级、县级
和市级的三级冰雪运动竞赛体系基本

形成，每年各级冰雪运动赛事
活动直接或间接带动超过 10
万中小学生参与冰雪运动；连
续 4年组织开展“万名中小学
生冰雪体验活动”，并以社团
活动带动全员参与冰雪运动。
自 2017 年开始，市教育局联合
市体育局在全市范围评选命名

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目前全市已
经拥有市级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90

所，建成冰雪运动培训基地 59 家，拥
有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特色学校和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
教育示范学校共 113 所，是全国入围学
校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有效推动了全市
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

与此同时，全市建立健全了冰雪人
才培养体系，助力青少年冰雪运动全覆
盖，张家口参与冰雪运动人次突破 500
万，位居全省前列。

冷冰雪“引燃”热经济

北京清河站至张家口太子城站仅
需要50分钟，曾经距离北京四五个小时
车程的崇礼，一脚踏进北京“1小时生活
圈”。交通重新定义了两地的距离，而
冰雪正一步步影响着崇礼人的生活。
申奥前，崇礼只有4家滑雪场，而今已坐
拥 7家大型滑雪场、169条雪道，昔日的
贫困地区成了国内最大的高端滑雪集
聚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出走 101 天，不在崇礼，就在去崇
礼的路上”，2020 年 12 月，第二十届中
国·崇礼国际滑雪季开幕，活动持续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期间，崇礼各大滑雪
场将融合美食、音乐、娱乐、民俗等丰富
元素，120 项赛事活动精彩亮相。而就
在滑雪季开幕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这里滑雪人次近 13 万，同比
增长 53%。2018—2019 雪季，崇
礼区实现旅游收入20.5亿元，全
区 3 万多人从事冰雪相关产业
的工作，每 4 个当地人中就有 1
个人吃上了“冰雪饭”。

冬奥会为张家口冰雪运动
发展带来契机，也为冰雪产业
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加大冰雪产业引进力度，
近年来，张家口规划建设了高
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宣
化冰雪产业园 2个产业规模较
大的冰雪装备研发制造集聚
区。形成集冰雪装备研发、设
计、制造、检测、流通、仓储于一
体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并结
合园区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和配套
服务能力，打造设施完善、功能
一流、服务专业的现代化冰雪产
业园区，吸引和集聚国内外冰雪
装备企业。目前，全市累计签约
冰雪产业项目 82 项，落地 70 项，
实现产值26.48亿元，冰雪产业发
展呈现出强劲势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将冰雪
产业与协同发展有效衔接，张家
口市坚持以冰雪产业联结康养等
产业，形成“冰雪运动核，旅居康养
产业带、运动康养产业带、膳食康
养产业带、医疗康养产业带，康养护
理人才培训基地”的“一核四带一基
地”，将京张两地的生态资源、人文历
史借助体育平台转化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

▲“雪如意”——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夜景。（河北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许冬全摄

◀无人机拍摄的崇礼区太子城冰雪小镇。（河北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河北日报讯（通讯
员郝学锋 记者李艳红）

日前，相约北京冬季体育
系列测试活动有序进行。

于张家口而言，测试活动的
举办既是一次从场馆建设、赛

事服务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实战
检验，也是向世界展现张家口积

极抢抓冬奥会机遇，着力“交出两
份优异答卷”的成果展示。

近年来，张家口市围绕“完成
三大历史任务、交出两份优异答卷”
总目标，以建成“首都两区”、打造

“河北一翼”为引领，大力发展七大主
导产业，加快推进“五城”建设，致力
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生态强市、换道超
车的新路，产业转型升级迈出重大步
伐，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显著提升。

冰雪产业项目支撑不断增强。截至
目前，全市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目82项，
落地项目 70项，总投资 332.24亿元，实现
产值 26.48亿元。积极开展各类群众赛事
活动，组织全市100所学校开展了“双百双
万”冰雪运动知识技能进校园活动，直接参
与冰雪运动近90万人次，带动参与近200万
人次。2019-2020雪季，共承办举办国际雪
联世界杯3项，远东杯、亚洲杯、积分赛8项，
承办全国性赛事 5 项，举办省市级赛事 13
项，举办市级赛事暨张家口首届冰雪运动会
6大项。

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去年，张家
口市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规模达到了 1951
万千瓦，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
市。风电装机达到135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
一。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集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智能输电于一体，
规模全球第一。

以绿色大数据存储为切入点，张家口着
力构建特色突出、集约高效的“一带三区多
园”大数据产业发展空间布局，逐步形成了
以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怀来大数据产业基
地等多个产业园区为核心，特色鲜明、协同
联动的大数据发展格局。全市已投入运营
数据中心9个，投入运营服务器80万台；在
建数据中心项目5个，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

新兴制造业多点开花。吉利汽车、
沃尔沃发动机生产项目投产以来，已累
计生产领克汽车 20.6 万辆、沃尔沃发动
机 89.9 万台，引进关联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11 家、物流公司 3 家、
智能网联企业 1 家。高新区、宣化区两个冰雪装备产业园注册落
地项目 40 个，京禧体育雪板等 10 个项目投产。总投资 3 亿元的亿
华通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一期建成投产，具备年产 2000 台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生产能力，全市累计投入运营氢燃料电池汽车 244
辆。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已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 5 个、省级研
发平台 2 个、省级研发技术测试中心 2 个，中地装张家口探矿机
械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 8 个产品列入省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
产品目录。

凭借冬奥会效应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张家口市加快发展文
化旅游和健康养生产业。推进太子城冰雪小镇、赤城海陀小
镇、桥西清河影视基地、老掌沟越野小镇等一批文旅项目建
设。目前在建文化旅游项目54个；培育旅居产业项目52个，
计划总投资874亿元，已完成投资199亿元。围绕推动“零度
以下经济”发展，张家口市已连续举办了三届“红红火火中
国年”张家口年俗国际旅游季活动，举办了冰雪运动狂欢、

古堡民俗庙会、精彩文艺展演、激情体育赛事、冬游草原
天路、冬捕渔猎体验6个系列12项活动。

张家口突出市场导向，找准特色定位，发挥资源
优势，加大特色农牧业培育力度和品牌塑造。目前，

旗帜乳业二期年产5万吨领航乳业婴幼儿配方乳
粉项目开工建设，怀来葡萄酒等4个产业集群纳

入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重点支持范围。力争到
2022 年，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达到 17 个

以上，标准化生产覆盖率达到75%以上，
省级特色产业龙头企业达到 60 家

以上，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带动
农民增收能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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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韩文涛 记
者李艳红）连日来，张家口赛区相约
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紧张有序
地进行着。在场馆内外，医疗保障、
志愿服务、电力维护、气象服务等每
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各保障团队的努
力付出。他们各司其职按照“简约、
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忙碌在赛区
各个角落，成为测试活动中最亮丽的
底色。

“青春力量”闪耀赛区

真诚微笑，用心服务，贡献“青春
力量”。自测试活动启动以来，372 名志

愿者作为重要保障力量活跃在赛场
内外。

在测试活动之前，为实现“为赛会
提供高质量志愿服务，展现青年良好形
象”的目标，测试活动志愿者工作组对
志愿者开展了常态培训，举办了 8 期志
愿者骨干交流营，完成了学生志愿者通
用知识和英语知识两门选修课程的系

统培训，组织志愿者统一参加了
北京冬奥组委组织的线上通

用培训，以“每日英语、每日
冬奥”为内容组织志愿

者打卡学习，通过 3 次
测试活动实战演练和
各项岗前培训，发现
不足、补齐短板，提
升志愿者综合素质
和服务水平。

“白衣天使”呵护健康

“医疗保障工作不能有半点儿马虎，
一定要对每位测试活动参与者的安全和
健康负责。”2月16日，薛乾隆早早来到云
顶滑雪公园的运动员医疗站，和队员一
起清点药品数量，查看器械功能状况。

薛乾隆是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急诊科主任，同时也是测试活动医
疗保障团队中的一员。为保障此次测
试活动顺利进行，张家口市共从河北北
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市第一医院等医
疗单位抽调了310名医护及防疫人员参
与医疗保障。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医
疗保障团队的所有队员几乎都是在云
顶度过的——从 1月 30日起，十几天的
时间，他们先后完成了测试活动的多次
实战演练，同时对团队组织架构、人员
分工等进行了部署安排。

电力保障“智慧”当先

测试活动启动以来，国网冀北电力
进入一级保电时段，云顶滑雪公园 C区
是此次测试活动的重要保障点之一，该
区电力保障团队保障小组负责人袁慧带
领全组20多名保电人员坚守在岗位上，
顺利完成首场测试活动电力保障工作。

从2月14日开始，电力保障部门4支

场馆供电保障队伍全部就位，制定“一馆
一册”多项保障方案。赛时涉及的缆车、
通信、计时计分、造雪、氨制冷机房等重
要保障负荷均达到保障要求。另外，此次
测试活动中，冬奥会供电保障指挥平台
全面启动。该平台对内汇集安监、设备、
营销、物资等各专业数据，对外接入赛
事、舆情、气象等各类信息，综合多元数
据构建出冬奥供电保障全要素数据中
枢，在支撑保障体系高效运转的同时，也
为冬奥组委提供了数据服务。

气象服务精细准确

“现在气温 2℃，平均风 7 到 8 米每
秒，最大阵风9.3米每秒……”2月19日，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气象服务工作人员郭
宏一直紧盯着图像，分析着天气情况。

“气象条件对于雪上项目的成功举
办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每天 11 时和
17时，郭宏都会将未来1到10天的天气
预报情况提供给冬季两项竞赛主任，并
根据竞赛日程提供 2到 3小时的短时临
近预报。

“测试活动均在崇礼山区开展，天
气预报难度很大，而冬季两项邀请赛更
是赛程密集，比赛关键时刻以分钟级来
记，对于精细化预报有了更高要求。”郭
宏说。

他们，为测试活动全力“护航”
——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保障团队工作小记

河北张家口国家雪上项目
训 练 基 地 崇 礼 揭 牌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谢云

霏、李小永 记者李艳红）2 月
19 日，河北张家口国家雪上项
目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在位于
崇礼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举行。张家口市市长、云顶场
馆群主任武卫东，国家体育总
局冬运中心主任倪会忠，北京
冬奥组委副秘书长、张家口市
委副书记何江海，张家口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古杨树场馆群
主任郭英共同揭牌，并观看相
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
动 国 家 跳 台 滑 雪 中 心 首 场

比赛。
据了解，此次揭牌的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首座跳台
滑雪场馆，主体建筑灵感来自
于中国传统饰物“如意”，北京
2022冬奥会期间将承办跳台滑
雪全部5个比赛项目，以及北欧
两项全部3个比赛项目，冬奥会
结束后作为国家雪上项目训练
基地将为国家队和国家集训队
提供训练保障，同时将用于国
际比赛和旅游观光、足球比赛、
滑草在内的一系列大众体育休
闲活动。

◀近日，为
确保测试活动期
间电力供应，国网
冀北电力有限公
司张家口供电公司
组织员工，每天对崇
礼云顶变电站等进行

巡查。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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