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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冰雪装备“并蒂花”更绚丽
——张家口大力推动冰雪装备制造产业聚集发展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通讯员 李旭东 孙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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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陈华 张家口·冬奥有我

冬奥主题加油站亮相崇礼

MND索道、苏法格造雪机、M3滑
雪板、安墨烯滑雪装备、至山滑雪服、
清投智能滑雪机……在张家口高新区
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内，一批冰雪装
备知名企业先后实现落地投产。

在宣化冰雪产业园内，有的项目
在紧锣密鼓进行前期准备，有的已开
工建设，有的全面投入生产。

近年来，张家口紧紧抓住冬奥机
遇，在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同时，积极
发展冰雪装备制造产业，不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形成了张家口高新区冰
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和宣化冰雪产业园
两个重点园区，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呈
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
业园：全力打造冰雪运动装
备全产业链

日前，位于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
产业园的张家口京禧体育器材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师傅正在精心打
磨手中的单板滑雪板。经过他们的打
磨，一块块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的滑雪
板呈现在人们面前。

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于
2018年正式启动建设，首期重点建设
了占地435亩、总投资11.42亿元、总
建筑面积24.7万平方米的示范区。据
介绍，该产业园重点引进的产业领域
为三类，一是轻装备类，包括滑雪头
盔、滑雪眼镜、滑雪服、滑雪杖、滑
雪鞋、滑雪板等；二是重装备类，包
括造雪机、压雪车、索道、魔毯输送
机、雪地摩托车等；三是相关产业，
包括体育运动器材、康复训练装备、
运动休闲服饰等。

栽下梧桐树，更要引来金凤凰。
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编制了

《全球冰雪运动装备知名品牌一本
通》，建立了国内外重点企业招商项
目库，出台了《产业园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等，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主动对
接洽谈国内外客商；并在欧洲和北美
等地建立了 5 个驻外招商中心，致力
于引进高端服务业务和研发机构，打
造全产业链冰雪运动装备制造基地。

截至目前，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
产业园已累计签约项目45个，计划总
投资44.79亿元；累计完成公司注册40
家，产品涵盖滑雪头盔、滑雪眼镜、滑
雪板、滑雪杖、滑雪场索道、造雪机、压
雪车等。其中，MND 索道、苏法格造
雪机、巴特莱索道等9家企业已投产；
冰雪积分通、冰天雪地孵化器、青少年
越野滑雪培训、青少年冰上运动培训、
红土冰雪基金等9家冰雪服务类企业
实现运营。

“我们已初步实现了从头到脚、从

个人到场地、轻重装备结合以及研发
制造销售服务、运动体验会展全覆盖
的冰雪运动装备全产业链布局。”高新
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宣化冰雪产业园：创建
华北冰雪装备产业示范基地

在宣化冰雪产业园内，总投资1.2
亿元的宏达冶金滑雪场装备项目，总
建筑面积 2.6 万平方米的厂房已封
顶，近期重大设备安装加紧进行，不
日将完成安装调试，正式启用；总投
资 1.1 亿元的中索国游索道项目，已
建成索道试验线并投入使用；总投资
1 亿元的卡宾滑雪项目，已累计下线
造雪机 80 余台，其中 60 余台交付客
户……

宣化冰雪产业园总规划占地3200
亩，计划总投资50亿元至80亿元。该
产业园致力于打造国家级冰雪装备产

业集群，创建华北冰雪
装备产业示范基地，还

将致力于形成完整的冰
雪产业链，全面布局冰雪产

业生态圈，重点发展冰雪运动
装备、冰雪装备检验与检测、大型

冰雪设备与器材生产研发、冰雪智能
装备的生产、冰雪技术培训等。此外，
还将申请设立国家冰雪装备检测检验
中心，建设集国际国内冰雪装备展示、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于一体的大型国际
冰雪装备展览馆等。

截至目前，宣化冰雪产业园已累
计完成投资7亿元，共签约项目45个，
总投资约42.69亿元；完成公司注册40
家。截至 2020 年底，累计有科诺、宏
达、宣工、力达腾雪、卡宾、滑雪哥、动
感体育等7个项目实现投产（运营），全
年实现冰雪装备器材营业收入（产值）
5663万元。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
力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加速聚集

2018年9月，国内首个冰雪产业指
数——“张家口·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指
数”首次发布，有力推动了冰雪产业与
互联网、大数据融合发展，为发展壮大
冰雪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冰雪装备制造产业的不断推
进，张家口全力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发展，助力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加
速聚集，让冰雪装备“并蒂花”更
绚丽。

据介绍，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
业园组建了全省首个省级冰天雪地科
技企业孵化器，形成了助推冰雪企业
成长与发展的孵化机制。2020 年，该
孵化器已成功升级为国家级孵化器。
成立了河北省冰雪产业技术研究院，
努力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专注冰雪
产业的一流科研机构，着力为做大做
强冰雪产业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撑。成
立了全省首个冰雪产业主题基金——
红土冰雪基金，为冰雪企业融资发展
提供了重要平台。打造了张家口科技
冬奥“双创”示范基地，为张家口发展
冰雪产业、打造科技冬奥项目搭建创
新创业的平台。

宣化冰雪产业园积极发挥宣化区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冰雪运动与应
急救援装备分会的作用，为全市冰雪
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聚集资源要
素，推动冰雪装备制造业科技创新。
据了解，该协会拟于今年上半年在崇
礼召开分会年会，为装备器材制造企
业代表与冰场雪场代表直接对接提供
平台，促进产销研用合作等。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通讯员
王旭海）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脚步日
益临近，张家口赛区气象服务保障领域
各项筹办工作扎实推进，“三维、秒级、
多要素”的冬奥气象综合观测网络和

“分钟级、百米级”的预报服务系统相继
建设完成，未来可对张家口赛区的天气
情况进行精准“把脉”。

据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历史
上首次在大陆性季风气候带举办的冬
奥会，加之张家口赛区地形复杂，局地
小气候特征突出，做好赛事精细化预报

预警难度极大。为充分获取实时精细
观测数据，气象装备保障团队以冬奥赛
场为核心，建立了堪称历届冬奥会最为
完备的气象综合观测系统。

冬奥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全部建
成。截至2019年底，张家口赛区已建成
36套赛事核心区气象站、70套赛区周边
7要素气象站、45套高速公路交通气象
站以及康保S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崇
礼风廓线雷达等183套（部）设备，还依
托科技冬奥项目布设了43套自动气象
站、11 部激光测风雷达、5 部微波辐射

计，组成了历届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最
先进的“三维、秒级、多要素”的立体观
测网。

冬奥核心预报服务系统交付使
用。多维度预报预测平台、现场气象服
务系统、气象综合可视化系统以及雪务
气象预报预测系统、雪务专项气象风险
评估系统、陆面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系
统、航空气象服务保障系统、降雪云系
实时监测及人影三维决策指挥系统等8
个业务系统投入运行，通信网络专线完
成改造升级，各系统总体运行稳定。

聚焦“分钟级、百米级”精准预报要
求，建成了京津冀区域500米分辨率、冬
奥山地赛场核心区域100米分辨率、逐
10分钟快速更新的“睿图”数值预报模
式体系。

在人员保障方面，由河北、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气象台及中央气象台骨干
预报员组成的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气象预报服务团队，从2017年开始连续
4年驻崇礼冬训，开展赛区精细化预报
技术研究和实战演练，冬奥会气象预报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据了解，在今年相约北京冬季体育
系列测试活动中，各类气象预报方法表
现优异，最优方法晴雪预报准确率超过
96%，云顶场馆群降水时次预报命中率
达到100%，精准的气象预报为北京冬奥
组委测试活动指挥部12次赛事与官方
训练日程调整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得
到北京冬奥组委充分肯定。

张家口赛区气象服务保障筹办工作扎实推进

预报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通讯员
武雅楠、逯占友）近年来，崇礼区抢抓冬
奥会筹办机遇，交通建设驶上“快车
道”，目前区内外路网日益完善、便捷畅
达，“四纵三横一环”立体交通网络逐步
形成，区域交通网络建设成果显著。

铁路建设方面，作为连通北京、延
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重要通道，京张

高铁崇礼铁路已于2019年12月30日开
通运营；去年3月，作为冬奥会配套交通
工程的太锡铁路正式开工，建成后从太
子城到崇礼城区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
短至6分钟左右。

高速公路建设方面，京礼高速连接
起冬奥会北京赛区和张家口赛区，车辆
从北京六环到崇礼太子城通行时间由

原来的3小时缩短到1.5小时。今年，京
礼高速将进一步完成17公里延伸段（太
子城—白旗）建设，最终实现与张承高
速互联互通。

快速发展的交通网络，让崇礼加速
融入首都一小时交通圈。

为实现高速、高铁与域内公交的无
缝隙转换，该区在崇礼南、崇礼北、太

子城新建3大交通枢纽，支持高铁与公
交车、摆渡车、出租车、私家车之间一
站式换乘。

此外，“十三五”时期，崇礼进一步加
快域内路网建设，相继打通了城区至红
旗营、万龙至转枝莲、古杨树至棋盘梁3
条隧道，改建扩建了大朝线、坝场线等农
村公路，累计完成道路交通工程451公
里，实现了七大雪场互联互通，三组团、
四条大沟全域贯通。2020年底，该区大
朝线、坝场线等9条农村公路改建（改造）
工程完工，直接或间接惠及沿线百余个
乡村。今年，该区又高标准实施了15条道
路、3座桥梁、8座公共停车场等新建续建
市政工程，加快推进7条农村公路附属工
程，使城乡交通更便捷、物流更顺畅。

崇礼构建全域交通网络

区内外路网日益完善畅达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贾丽
莉 记者李艳红）近日，冬奥主
题加油站相继亮相崇礼区。

据了解，中国石化计划在
崇礼区冬奥场馆周边及崇礼至
怀来高速沿线选取 19 座加油
站，改造成为冬奥主题加油站，
截至目前已有6座完成改造。位
于崇礼区迎宾路的中国石化张
家口崇礼第三加油站，是中国
石化在崇礼改造完成的第一座
冬奥主题加油站。走进这里，幕
墙上印刻着烘托冰雪运动之美
的宣传画，站外的立柱上北京
冬奥会的标志熠熠生辉。最引

人注目的是易捷便利店内精心
打造的冬奥会特许商品经营专
区，憨态可掬的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和“雪容融”招手迎
客，精巧别致的冬奥主题徽章
让人爱不释手……这里经营着
徽章、首饰、服装、毛绒玩具等
190余种冬奥特许商品。

市民、游客还可以开通冬奥
纪念版加油卡。卡面以白色冰雪
元素和蓝色海洋元素为背景，搭
配上憨态可掬的“冰墩墩”，时尚
可爱，十分吸睛。该卡不仅能在中
国石化遍布全国的3万多座加油
站使用，还能享受多种专属权益。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杨光
燕 记者李艳红）近日，全国第
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
部分提前进行的比赛结束，张
家口市籍选手在单板滑雪、越
野滑雪、自行车和冰壶比赛等
多项比赛中获得佳绩。

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
第八届特奥会单板滑雪比赛
中，张家口市籍肢体残疾人运
动员获3枚金牌1枚铜牌，其中
耿焱红获障碍追逐金牌、坡面
回转铜牌；胡年佳获坡面回转
金牌、障碍追逐金牌；在越野滑
雪项目比赛中，张家口市籍残
疾人运动员获得 3 枚金牌 3 枚
银牌，其中赵志清获得 10.4 公

里传统技术、女子短距离（传统
技术）两枚金牌和女子竞速（自
由技术）1.3 公里银牌，郭雨洁
获得女子竞速（自由技术）1.3
公里金牌和 10.4 公里传统技
术、女子短距离（传统技术）银
牌；在自行车项目比赛中，张家
口市籍听力残疾人运动员张丽
娜获得c3女子500米计时赛银
牌、c3 女子 3 公里个人追逐赛
铜牌；在冰壶项目比赛中，河北
冰壶队听障男子组获金牌、听
障女子组获铜牌，张家口市籍
听力残疾人运动员孟逸飞、董
永康、王亚茹、李娇娇参赛，孟
逸飞和王亚茹获得体育道德风
尚奖。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源、
董婷婷 记者李艳红）近日，国
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首批入
库项目名单公布，翠云山国际
旅游度假区作为我省唯一一家
入选单位，被纳入项目库文化
娱乐休闲服务方向项目名单。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
入库项目由中宣部文化体制改
革和发展办公室评选产生。翠
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由翠云山
森林风景区、翠云山银河滑雪
场和翠云山奥雪小镇组成，是

河北旅投集团在张家口市崇礼
区打造的全季全龄全家庭旅游
度假目的地。该项目发挥旅游
品牌化带动效应、着力构建大
旅游集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注重优化当地资源配置，实现
旅游富民，繁荣地区经济，具有
较强的社会效益。2017 年—
2020 年，该项目连续获评省重
点项目，并获得 2020 年省级文
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及
2017年市级文化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扶持。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
红 通讯员唐小妹）从张家口
市体育局获悉，为提升群众参
与健身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
力“体育之城”创建，从 4 月 20
日起至 6 月 30 日，张家口市面
向全市健身爱好者免费发放惠
民健身月卡10万张，价值合计
4100万元。

本次健身月卡派送人群为
在张家口市域内生活居住或
工作的16岁至60岁人群，可参
与的健身项目有瑜伽、舞蹈、
动感单车、各类健身器械、杠
铃操、蹦床、台球、乒乓球等。
可通过三种方式领取，既可以

到各门店现场领取；也可以关
注“张家口体育发布”微信公
众号，点击体育惠民免费领取
惠民健身月卡；还可以关注

“河北申鑫健身”微信公众号，
点 击“ 微 健 身 ”注 册 信 息 后
领取。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张家
口市体育局主办，张家口市委
组织部、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张
家口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张家
口市教育局等合办。活动本着
公益惠民、广泛参与、健康向上
的原则，将积极引导群众树立
健康生活理念，营造浓郁的全
民健身氛围。

全国残运会比赛
张家口选手获佳绩

翠云山度假区入选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

张 家 口 免 费 发 放
10万张惠民健身月卡

近日，张家口市科协、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了“迎冬奥
盛会 送科普大餐”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活动走进万全区10
所中小学，在讲解冰雪运动和冬奥会相关知识的同时，让学生们
近距离体验冰雪运动项目，增强学生兴趣，激发参与热情。这是
活动现场。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旭东摄

▲近日，宣化区冰雪产业园内的卡宾滑雪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工人们正在造雪机装配生产线上工作。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晓东摄

◀5月18日，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内，张家
口京禧体育器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生产车间内整理滑
雪板。 河北日报通讯员 乔彦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