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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經濟乘「冬風」而起
深圳世界之窗阿爾
卑斯冰雪世界

深圳萬象城冰紛萬象滑冰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表示 「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 ，近年來，中國
高度重視冰雪經濟發展。 「十四五」 規劃綱要提
出，要大力發展寒地冰雪等特色產業，打造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冰雪旅遊帶；2021 年 8 月份國務院印發《全民健
身計劃（2021-2025 年）》提出鞏固拓展 「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 成果。如今，隨着北京冬奧會的
臨近，冰雪經濟的發展也逐漸升溫，截至 2022 年 1 月 6 日，A 股市場涉足冰雪產業領域的上市公
司已達 16 家，總市值為 3590.45 億元人民幣。分析人士指出，受益於國家政策、冬奧會等
多重利好，中國冰雪產業有望步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北京申辦 2022 冬奧會成功六年來，冰雪經濟得到
了長足的發展。曾經被稱為 「不出山海關」的冰雪運
動，如今已遍布全國。《2021 年中國冰雪產業發展
研究報告》顯示，2015 年到 2020 年，中國冰雪產業
總規模從 2700 億元增長到 6000 億元。而根據《冰雪
運動發展規劃（2016—2025 年）》，2025 年中國冰
雪產業總規模期望達到萬億元。
隨着北京冬奧會臨近，冰雪旅遊熱度節節攀升。有
市場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近年來冰雪經濟的蓬勃發
展，主要還是得益於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因為參與
冰雪運動是有一定門檻的，從服裝器材到培訓練習以
及冰雪旅遊，都需要一定消費能力的支撐。而在自己
國家舉辦冬奧會則使得更多的人關注到這一領域，對
冰雪運動認知逐步提高，進而去嘗試，去發展自己在
冰雪運動的興趣愛好。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有所
反覆，但總體影響可控，冰雪經濟各項指數都有所回
升。在 2021 年的國際冬季運動博覽會上，各方對中
國冰雪市場普遍看好。

南方冰雪運動廣受歡迎
雖然沒有北方豐厚的自然冰雪資源，冰雪經濟在南
方却同樣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在深圳，位於羅湖區
深圳萬象城的冰紛萬象滑冰場，每逢周末都會迎來眾
多滑冰愛好者。冰紛萬象滑冰場的負責人孫女士向本
報記者表示，冰紛萬象滑冰場 2005 年開業以來，作

為萬象城的主力店舖已擁有大量高粘性的中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彬彬報道：北京 2022 年冬奧
高端會員群體，2019 年深圳萬象城滑冰場成
會和冬殘奧會各項籌備工作已經進入全面衝刺階段。記
為全國首家營業額突破 3000 萬元的冰場門
者日前從國家稅務總局獲悉，北京冬奧會稅收服務熱線
店，截止到 2021 年，仍是全國營業額最高的
（010-64212022）正式開通，為涉奧企業提供便利服務。
滑冰場，接待滑冰愛好者逾百萬人次，培訓
據介紹，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的稅收優惠政策，涵蓋
學員數十萬。
冬奧會籌辦全周期各環節，涉及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等
2000 年開放的深圳世界之窗阿爾卑斯冰雪
多個稅種。
世界同樣深受民眾歡迎。深圳世界之窗常務
北京市稅務局精心打造 「多語種稅收名片」，組
副總經理張道榮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
建冬奧稅收服務諮詢團隊，實時解答英文問
示，相比北方，南方人對於冰雪的熱情會更高，
題，並提供日、韓、俄、法、德等多語種
因為平常很少見到雪，因此冰雪世界一開放就備受大
諮詢服務。
眾喜愛。就今年元旦假期，僅冰雪世界入園遊客就超
1.2 萬人，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超 120%，兩項指
標均創開園同期新高。
十幾年的經營，已經形成了一批滑冰愛好
業界看好冰雪經濟前景
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越來越多的人
孫女士認為，隨着技術的發展，當前內地已經具備
愛上滑冰和更多的冰雪運動，讓冰雪運動得到
了突破季節限制建造冰雪項目的能力，這也使得南方
更好普及。
的冰雪經濟蓬勃發展。尤其是在夏季進行冰雪運動，
分析人士指出，冰雪經濟具有高消費、高帶
除了讓遊客體驗運動樂趣，還有清涼解暑的作用，特
動的特點，滑雪運動每收入 1 元可帶動 7 元的
別是像深圳這樣的南方城市，常年高溫，冰場在炎熱
社會收入，涉及高水平的配套服務、休閒設
的夏天會迎來客流量的高峰期。可見只要能夠提供合
施、裝備設備、交通運輸、食宿購物等，帶動
適的場地，市民的習慣和喜好就能得到培養，冰雪運
能力之強，其他產業幾乎無法相比。此前受疫
動的優勢就能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
情影響發展勢頭稍有受阻，但趁着冬奧會之
不過，相比北方冰雪運動的火熱，南方冰雪運動還
「冬風」，又有國家冰雪運動 「南展西擴東
需要更大力度推廣，讓更多的人參與嘗試。孫女士表
進」戰略、 「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支
示，目前深圳是廣東省內冰場數量較多的城市，經過
持，冰雪經濟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

深圳昨日新增 1 例確診
全市累計 4 例屬同一傳播鏈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深圳市昨日下午舉
行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通報，9 日凌晨，深圳
在 1 月 7 日疫情重點人群排查中，發現 1 名新冠肺炎陽性
感染者，1 月 9 日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截至目前，
深圳市此輪疫情累計報告 4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均屬於
同一傳播鏈。

累計 4 例彼此關聯鏈條清晰
深圳市衞生健康委二級巡視員林漢城在發布會上介
紹，新增確診病例為戴某，女，39 歲，羅湖區水貝萬
山珠寶園某公司員工，居住在龍崗區信義金御半山 3
期。1 月 9 日凌晨，深圳市疾控中心對在重點人群篩
查發現的初篩陽性樣本進行覆核，確認為陽性，現已
轉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院區隔離治療，診斷
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輕型），情況穩定。
經初步排查，戴某近日的主要活動軌跡為往返住家
及工作地點，主要出行方式為自駕車，此外乘坐過的
士和網約車。其他涉及的區域和場所：龍崗區萬象匯
廣場、南山景德瑞瓷藝術陶瓷有限公司、市中醫院一
門診皮膚科、羅湖區桂園街道鵝點有理休閒簡餐店、
羅湖區鹿丹大廈深城投中心、靜頤茶館（國速世紀大
廈）、美麗皇宮養生館（羅湖區喜薈城店）。
林漢城表示，此輪疫情 4 個病例均屬於同一傳播鏈
條，彼此關聯，傳播鏈條清晰。深圳市區相關部門全
面核查 4 名病例 14 天內的活動軌跡、人員接觸情況，
追蹤密切接觸者 767 人，次密接者 548 人，均按要求
管控。暫未報告其他陽性病例。

兩街道新劃定封控管控區
新增病例工作地點位於羅湖區，為此在翠竹街道劃
定了封控區、管控區和防範區，落實嚴格的防控措
施。目前，所有病例的工作、居住地已實施管控措

施，就餐地點、活動場
所、交通工具等重點場
所已進行環境核採樣
和終末消毒。
管控區為北至水貝一
路、東至翠竹路、南至
田貝四路、西至貝麗北
路，囊括翠景大廈的圍
合區域。管控區內只進不出，禁止人員流動，由街道
提供區域內人員生活保障，實行前 7 天一天一檢，第
10 天、第 14 天採樣檢測。
防範區為北至布心路、東至翠竹路、南至田貝三
路、西至文錦北路的圍合區域。整個防範區共有 184
棟建築（其中 127 棟為居民小區樓棟），涉及 2.6 萬
人。羅湖區已提高區域內人員檢測頻次，限制人員聚
會和聚集性活動，關停非生活必須類經營場所和公共
活動空間，人員憑 48 小時核酸檢測結果進出。
同時，龍崗區在布吉街道新劃定 1 個封控區和 1 個
管控區。封控區是布吉街道羅崗社區金御半山 3 期 3c
棟、泊寓 F 棟，管控區是布吉街道羅崗社區金御半山
和深圳特變科技工業園，其中金御半山不包括 3 期 3c
棟、泊寓 F 棟。封控區加強管理，落實 「區域封閉，
足不出戶，服務上門」管控要求。

三天兩檢為陰性黃碼轉綠
對於有深圳市民反映健康碼變為黃碼，黃碼是如何

深圳各汽車站及蛇口郵輪母港暫停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從深圳市交
通部門了解到，1 月 9 日起，深圳市各汽車站暫停營
業。此外，招商蛇口郵輪母港航班停運以及深圳機場
碼頭航班調整。
深圳交通發布最新消息稱，因深圳部分地區升級為
中風險地區，廣東省內外部分地市暫停了前往深圳各
汽車站的道路客運班線。為確保市民出行安全，深圳

市各汽車站暫停營業，復班時間另行通知。
另據了解，招商蛇口郵輪母港也發布最新通告，即
日起，蛇口至澳門外港、澳門氹仔、中山港、珠海橫
琴（長隆），灣區海上游航班全線停航，復航時間另
行通知。此外，深圳機場碼頭至珠海九洲港也將於
10 日起停航；深圳機場碼頭至中山港航線船班則保
留每日 2 進 2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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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南再新增
廿例陽性感染者
【香港商報訊】據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揮部昨日最新
消息，2022 年 1 月 8 日 21 時至 9 日 21 時，天津市津南
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20 名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人
員咽拭子樣本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已轉運至市定點
醫院做進一步診斷治療。目前，流行病學調查、涉疫
人員排查管控、環境樣本採集等工作正在緊張進行
中。
此前，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完成天津市新增 2
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全基因組測序，經分析比對，兩
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均屬於 VOC/Omicron 變異株
（BA.1 進化分支），屬於同一傳播鏈。
據天津疫情防控指揮部當天消息，全市範圍開展全
員核酸檢測。同時，嚴格落實離津管理。廣大市民群
眾非必要不離津，確需離津的，自 1 月 9 日 24 時起，
須持有 48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綠碼。

1 地升為高風險 6 地升為中風險

冬奧會稅收熱線開通

冬奧提升冰雪運動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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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 2022 年 1 月 9 日 21 時起，天津市津南區辛
莊鎮林錦花園 24 號樓劃定為高風險地區，將天津市
津南區辛莊鎮林綉花園 5 號樓、辛莊鎮林錦花園 26 號
樓、辛莊鎮林錦花園 19 號樓、辛莊鎮林錦花園 15 號
樓、咸水沽鎮眾惠里 5 號樓、咸水沽鎮豐達園 10 號樓
劃定為中風險地區。
1 月 8 日晚，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穎在新冠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從流調情況
看，本次天津疫情最初兩病例沒有津外旅居史。張穎
表示，通過後續發生的一系列病例，兩人之間有流行
病學關聯——1 例確診病例工作的託管班，以及另外
一例確診病例就讀的小學。通過其他的病例，也已經
進行了流行病學的關聯，接下來工作的重點鎖定前兩
名確診病例所在的津南區咸水沽鎮和辛莊鎮。

奧密克戎感染呈低齡化趨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呼吸與感染性疾病
科主任醫師李侗曾表示，針對年輕人和疫苗已接種人
群，奧密克戎變異株主要引發的是無症狀或輕症感
染，出現肺炎的比例較小，隱匿性極強，難以識別。
「奧密克戎很容易感染兒童。」病毒學專家常榮山
指出，奧密克戎的人體適應性不僅表現在傳播速度加
快、症狀變輕，更重要的是低齡化趨勢。從疫苗接種
的比例上來看，海外各國兒童群體的接種率最低，是
兒童群體感染奧密克戎增速在所有年齡群裏最快的最
根本原因。

京疾控倡京津通勤者居家辦公
北京市疾控中心昨日表示，目前國外疫情高發，內
地天津、河南、深圳等多地報告本土病例，建議北京
市本地人員非必要不前往天津，天津人員非必要不來
京，建議京津通勤人員居家辦公。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將對天津進（返）京人員嚴
格落實防控措施，天津市津南區及南開區竹華里的人
員嚴格限制進（返）京。

廣州海關超三千萬
貨物受惠於 RCEP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在《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廣州海關在轄區 7 地
市（廣州、佛山、河源、雲浮、韶關、清遠、肇慶）
共簽發 RCEP 原產地證書 79 份，涉及貨值約 3073.2 萬
元人民幣；認定經核准出口商 8 家，相關經核准出口
商共出具原產地自主聲明 7 份，涉及貨值 396.7 萬元
人民幣。
廣州海關建立 RCEP 專項聯絡員制度，及時受理、
解決企業通關遇到的各類諮詢問題。2021 以來，廣州
海關持續開展推動 RCEP 實施的各項準備工作，通過
「線上＋線下」全方位開展 RCEP 政策宣介，讓企業
充分了解 RCEP 政策利好，同時，制定 RCEP 政策幫
扶重點企業清單， 「一對一」指導美的集團等 100 餘
家企業申請經核准出口商認定資格，結合關稅減讓和
原產地規則差異合理布局產業鏈、供應鏈，最大限度
享受政策紅利。

「一起來 粵有愛」
志願公益夜在穗舉行
新聞發布會現場。 香港商報記者蔡易成 攝
被判定的，該如何轉為綠碼的問題，深圳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馮鐵建在會上解釋稱，一般是因為在防控區域
居住或活動，未按要求進行核酸檢測而被賦予黃碼。
馮鐵建介紹，疫情防控重點人群（包括確診病例或無
症狀感染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和次密切接觸
者、隔離人員、防控區域未做核酸檢測的重點人員
等），由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衞生健康、疾控
中心等部門提供的數據接口實時查詢，按判定規則經
計算後形成粵康碼的紅碼、黃碼。
被賦紅碼的人員應立即安排轉運至隔離酒店集中或
居家隔離 14 天，完成規定隔離檢疫，排除新冠病毒感
染後轉為綠碼。被賦黃碼的人員三天完成兩次核酸檢
測，兩次間隔時間超過 24 小時，結果均為陰性後黃碼
自動轉為綠碼。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1 月 8 日晚，
「一起來 粵有愛」第二屆志願廣東公益之夜在廣州
塔舉行，藝術展演、公益義賣、愛心捐贈匯聚成志願
廣東又一靚麗風景。
嶺南有許多熱愛公益事業的藝術家。嶺南畫派 「山
水掌門人」陳金章捐出珍貴佳作《春山雲起》為志願
公益代言；中國畫學會副會長陳永鏘認為 「志願者是
一種人格、一種為社會服務的品格」；連續兩次捐贈
畫作的廣東畫院院長林藍認為， 「我們要把美術的力
量放到公益的大平台去，盡美術工作者應盡的公益責
任，這是我們大家應有的擔當」。
今年，第二屆志願廣東公益之夜籌集的所有資金將
全部用於支持廣東省志願服務事業發展，廣東省志願
者事業發展基金會將負責管理本次活動資金募集和管
理工作。作為全國首個省級志願服務公募基金會，該
基金是已資助超 2458 個志願者組織開展志願服務項
目。

孕婦求助住院 深圳衛健委及時援手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1 月 8 日，深
圳市衛健委因為一句霸氣回應，登上微博熱搜頭
條。當天上午，有網友在深圳衛健委公眾號留言求
助，家裏孕婦辦理住院等着要核酸證明，但等了
12 小時還未出結果。深圳衛健委回覆， 「電話發
我。」網友紛紛點讚留言：滿滿的感動！
相關信息很快轉發給了深圳市龍華中心醫院，醫
院門診部根據截圖中網友 「Prnliy」留言中的電話
號碼聯繫上了 「Prnliy」問詢採樣的過程，並請其

提供姓名與身份證號碼，但在醫院數據系統的查詢
中並沒有看到結果。網友 「Prnliy」回憶起具體的
採樣地點，醫院判斷該採樣點是臨時設置的並非醫
院為入院患者專門設置的採樣點，該採樣點採樣後
標本將被送到第三方檢測機構。醫院方面迅速聯繫
了第三方檢測機構，第三方檢測機構回覆 「結果已
出，但因人手不足未經審核，馬上審核。」很快，
「Prnliy」就收到了核酸檢測報告。
目前，該孕婦已順利入住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