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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遗产效益持续释放

此次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在首钢园举
行。作为北京冬奥组委和冬奥会滑雪大跳
台赛场所在地，首钢园既是有效利用工业
遗产的绝佳样本，也为冰雪产业和城市发
展留下了宝贵的冬奥遗产。

“首钢园区在建筑更新上和再利用方面
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国际奥委会企业
和可持续发展部部长玛利亚·塞洛斯说，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首钢园变成
了新的城市地标，并在冬奥会后重新赋能
开放给公众，这就是奥运会带给城市的重
要意义。”

对于“后冬奥时期”的发展规划，北
京市石景山区区委书记常卫表示，石景山
将紧抓后冬奥宝贵机遇和新首钢复兴牵引
带动，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发展
战略，全力打造“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
兴新地标，高水平建设首都西大门，用好
冬奥会、服贸会、新地标三张“金名片”。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
托弗·杜比在回顾北京冬奥会的盛况时说，
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的秀美山川让人印
象深刻。从北京到河北，冬奥会的遗产对
于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同样非常有意义。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海峰说，
张家口将致力于场馆及配套设施赛后综合
利用。落实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计划，发
展赛事经济，持续举办各类国际国内赛
事，打造国际冰雪和户外运动中心。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小萨马兰奇表示，
北京在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
示范。“北京冬奥遗产已经充分释放出它的
效益，例如一批场馆已经向公众开放，这
些场馆不仅为赛事，更是为广大群众而建
造，这将带来持久的利益。”

“2008 年我们聚焦于北京，现在我们
讨论的是整个京津冀地区；2008 年是我们
关注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起点，2022 年这条
路已经走上了正轨。”玛利亚·塞洛斯说，
北京冬奥会的遗产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
的“催化剂”，中国做出了“里程碑式”
的表率。

体育服务贸易潜力巨大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在服贸会
期间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产
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产业总规模由 2012
年的 9526 亿元增加至 2020 年的 2.74 万亿
元，年均增速达14.1%；体育服务业占体育
产业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34.6%增长到 2020
年的68.7%，增速远高于同期第三产业的平
均增速。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彭维勇介
绍，体育服务贸易主要包括职业体育竞赛

表演、体育赛事赞助、体育赛事版权交
易、互联网体育服务、体育旅游等五大领
域。2021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
体育服务贸易受到持续冲击。在此背景
下，互联网体育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中国互联网体育服务进出口额为3
亿元，全部为出口，比 2020 年增加 1.9 亿
元，增长172.73%。

“长期来看，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体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巨大。”
李颖川说，特别是借助北京冬奥会成功举
办的契机，冰雪产业的“冷资源”转化成

“热经济”，将为体育服务贸易增添新的发
展动力。

亚洲数据集团常务副总裁张莉介绍，
中国冰雪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冰雪旅游、装
备等细分领域的繁荣。“冰雪运动已经火到
了中国南方和西部地区。上个雪季，浙江
省的冰雪场馆经营额已达 3.76 亿元，这在
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
国冰雪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国际滑雪联合会原秘书长萨拉·刘易
斯说，中国已经实现了 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成为全球最大的冰雪运动市场
之一。在冬奥会的激励下，一批中国冰雪
运动的龙头企业有望在国际市场上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也会逐渐
提升。

天猫运动户外高级行业专家王小源
说，2021 年，在持续涌入的滑雪爱好者和
滑雪人群消费力增长的驱动下，天猫滑雪
市场消费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他表示，随
着中国滑雪市场的扩大，滑雪装备供给数
量有望在3年间实现较大突破，潜在用户能
量将进一步释放。

体育搭建中外合作桥梁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举办期间，
来自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法
国、芬兰、斯洛文尼亚、荷兰、英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展商前来参展。中
国体育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和空间得到各
方认可。

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施睿耀表
示，中国计划在 2025 年将体育产业的产值
提高到5万亿元，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知名
内容 IP 和服务将拥有更多的机会。英中两
国在体育赛事、体育工业设计等领域有着
广泛的合作空间，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
力，使体育运动成为加强两国经济和友好
联系的桥梁。

荷兰驻华大使馆卫生、福利和体育参赞
史明康说，希望荷兰未来能在冰雪产业方面
多与中国交流合作。“我们希望能和中国在
冰上运动方面有一些深度的合作，目前已有
荷兰厂家在上海进行了冰场的投资，在北京
也是如此。我认为鼓励青少年参加冰上运动

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合作方式，当然不仅仅是
在城市当中，也可以在村镇当中去推广，继
续去激励孩子们参与。”

奥地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白明浩
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奥地利
企业提供了很多设备支持，如缆车、造雪
机、冰面制造、门禁系统、计时系统、特
殊装备以及滑雪板等。“中国冰雪运动的发
展给奥地利带来了更多的机遇。过去 4 年，
奥地利向中国出口的冬季体育行业产品总
价值超过200亿欧元，我们对中国冰雪运动
市场非常乐观。”

用好冬奥遗产 加强国际交流

服贸会上的中国体育
本报记者 刘 峣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简称“服贸会”） 近日
落幕。服贸会期间，体育服务专题暨2022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
览会系列活动相继举行。来自全球的专家及体育产业相关人士，围
绕传承冬奥遗产、体育贸易服务等话题，展望中国体育产业的未来
发展。

“数字体育”是 2022 年服贸会体育服
务专题的一大亮点。服贸会期间，智慧体
育服务展区、体育融合服务展区充分展示
了体育服务新科技、新产品，让人们看到
了助力体育发展的新技术，展示了数字技
术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

在日前举行的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平
行论坛——数字体育发展论坛中，北京凯利
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刘建宏表示，
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体育赛事的直转播
成本，也极大提升了参与者的赛事体验。

人民网人民体育事业部总监彭元元表
示，数字体育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字技术将与传统体育生态充分融
合，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数字体育产
业发展。

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了近 1 万平方米
的元宇宙体验馆。由高通公司与中国移动
及中赫集团共同打造的“工体元宇宙”全
新应用场景体验方案，利用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技术，让足球运动“智”起来，为
体育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在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数字体育专业委
员会展区，以太极拳和中医理论为基础，
创新融合人工智能与5G等数字科技的“健
总管·太极数字运动处方”系统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一申润通科技创始人张欣表示，
数字化升级后的专业级太极运动处方，结
合运营商网络覆盖能力，衔接医用与家用
服务场景，可支持各级医院开展面向广大
群众普遍健康需求的标准化运动治疗与康
复服务。

近年来，中国冰雪产业进入高速发展
期，呈现出潜力巨大、空间广阔的发展前
景。作为冬奥遗产纳入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
的冬博会，今年继续延续“冰雪力量”主题。

在冬博会现场，冰雪元素随处可见。
冬季项目智能训练管理系统、冬奥会奥林
匹克数字博物馆线上云展厅、自由视角和
子弹时间拍摄系统等冰雪“黑科技”，将人

们带回了北京冬奥会的美好记忆中。此
外，室内模拟滑雪机、AR 滑雪等展位，
则为冰雪运动爱好者带来了沉浸式体验，
用科技打破了运动的空间限制。

随着全民健身的火热，如何做好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智慧升级的解决方案，
也成为中国体育重要的发展风向标。清华
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体育金融研究中心总
监王浩羽表示，数字体育应重点关注全民健
身、健康中国、养老和体教融合等方向。“放
眼全球，体育科技的应用五花八门，我们要
因地制宜，用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让老百姓
切实感受到体育生活的美好。”

服贸会期间，不少参展企业带来了助
力全民健身的科技成果。好家庭公司自主
研发的室外智能健身房，采用电磁阻力创
新技术，把有氧训练器材、力量训练器材
和体质测试器材融为一体，集合 5G 应用、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让健身爱好者科
学、安全运动。

数字科技赋能体育产业升级
立 风

数字科技赋能体育产业升级
立 风

在日前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男
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易昺以
0∶3 不敌卫冕冠军梅德韦杰夫，止
步32强。

虽然完败于头号种子，但吴易昺
已经创造了中国男子网球运动员的历
史最佳战绩——他是 1881 年以来，
美网历史上首位闯进男单第三轮的中
国网协球员。

本届美网，吴易昺与另一位中国
球员张之臻从资格赛携手闯入正赛。
虽然没能在比赛中走得更远，但本赛

季两名球员用不断的突破，为中国男
网勾勒出更灿烂的未来。

作为 2017 年美网青少年男单、
男双冠军，经历了伤病困扰和状态起
伏的吴易昺，在 2022 年才重回梦想
开始的地方。

5年的磨砺，吴易昺在挫折中成
长，在伤痛中成熟。“现在我在心态
上更加享受网球，对于胜负的包袱没
有那么重。”

心态变了，不变的是向上的心。
在低谷中徘徊时，吴易昺没有丧失信

心。年初重回国际赛场时他的排名已
在千名之外，但他从低级别赛事起
步，一步一个脚印，夺取三站挑战赛
冠军，不断刷新最高排名。

来到美网，他带着腹肌伤势从资
格赛突围，正赛首轮仅耗时1小时42
分钟，就战胜了 31 号种子、格鲁吉
亚球员巴希拉什维利。这场胜利也让
他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获得大满贯
男单首胜的中国网协球员。

第二轮面对世界排名104位的博
杰斯，吴易昺陷入苦战，他两度盘分
落后，两度扳平，在决胜盘率先破发
又被回破的情况下，关键时刻顶住压
力，兑现第二个赛点，艰难拿下比赛

“我有打大满贯的水平。希望我
能够保持健康，未来参加更多大满贯
比赛。”吴易昺说。

另一位中国球员张之臻距离大满
贯正赛首胜只有一分之差。他在两盘
领先的情况下负于荷兰选手范·莱特
霍温，无缘第二轮。

虽然有遗憾，但张之臻赛后还是
颇为平静。“比赛起伏很大，但是收
获也很大，能坚持下来就是满意的。
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打大满贯正赛，

下次继续加油！”
本赛季，张之臻在挑战赛站稳脚

跟。他四次闯入决赛，获得一冠三
亚，美网前的世界排名提升到 138
位。美网后，他的世界排名将攀升至
前120位。而吴易昺在美网闯入32强
后，即时排名在 129 位。“闯入前
100”这个小目标，两人都很有可能
在本赛季达成。

美网资格赛开打前，吴易昺在更
衣室里为张之臻留了一个更衣柜，就
在自己柜子旁边。两人一起换衣服、一
起吃饭，携手迈入正赛。在竞争中互
相激发，彼此鼓励。

吴易昺在美网赛场表示，很高兴
能够成为创造历史的人。“如果这是第
一次，我还希望有第二次、第三次……
这给所有中国球迷和正在打球的孩子
带去了希望。”吴易昺说，自己有责任
为后面的球员提供借鉴。

张之臻也认为，中国男网的发展
不是靠一代人的崛起，而是要不断传
承。“那些网球强国都是一批接着一
批涌现新人。我们很幸运，比上一代
的资源多一些，希望后面还有更多人
赶上。”

中中国男国男网 一步一个脚印脚印
本报记者 李 硕

图片说明

右上图：小朋友在服贸会体
育服务展馆体验桌上冰壶。

张武军摄 （人民视觉）
右下图：观众在服贸会体育

服务展馆体验滑雪模拟设备。
杜建坡摄 （人民视觉）

本报电 （记者刘峣） 北京市第
十六届运动会马术（障碍）比赛（青少
年竞技组），近日在北京天星调良国际
马术俱乐部落幕。据了解，这是作为奥
运会项目的马术场地障碍比赛首次成
为北京市运动会正式竞技项目。

此次比赛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
办，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
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承办。比赛

设有甲、乙组两个竞赛组别，设置
了个人赛和团体赛共 10 个级别，
182 名青少年骑手、239 匹运动马，
共计303对人马组合参加。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石风华表
示，北京市马术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得较好，希望通
过比赛的举行，让越来越多的青少
年热爱并加入这项运动。

北京市运会首设马术项目

据新华社电 9 月 5 日进行的美
国网球公开赛女双比赛中，中国选
手张帅与乌克兰选手柯丝堤雅克的
组合以及中国选手徐一璠/杨钊煊组
合均未能晋级八强。在随后的混双
比赛中，张帅搭档帕维奇战胜对手
挺进四强。

当天女双赛场的一场焦点战中，
张帅/柯丝堤雅克以4∶6、4∶6不敌克
劳茨克/舒尔斯，止步16强。

张帅是本届美网的女双卫冕
冠军，此番与双打排名世界第 46
位 的 乌 克 兰 小 将 柯 丝 堤 雅 克 联
手，是赛会 11 号种子，对手则是
六号种子。

双方在首盘战成 4∶4 后，张
帅/柯丝堤雅克在关键的第九局遭遇

破发，随后克劳茨克/舒尔斯顺势拿
下发球胜盘局。第二盘，张帅/柯丝
堤雅克一度落后，但随后连保带破
将比分追至 4∶4。不过第一盘盘末
的情形再度上演，克劳茨克/舒尔斯
最终获胜。

另一场比赛中，赛会七号种子、
中国组合徐一璠/杨钊煊以 2∶6、3∶6
不敌 12 号种子多勒海德/桑德斯，
无缘八强。至此，本届美网赛场上
的中国女双选手已全部结束赛程。

当天晚些时候，张帅又搭档克
罗地亚选手帕维奇征战混双八强赛。
这对二号种子组合前两盘以 7∶6

（5）、4∶6 与日本选手柴原瑛菜和克
罗地亚选手什库戈尔打平，在抢 10
中以10∶3胜出，晋级四强。

张帅晋级美网混双四强

吴易昺在比赛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吴易昺在比赛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