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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由腾讯主办的“燃梦冰
雪，激情未来”2018 冰雪产业高峰论坛在
北京举行。论坛上发布的 《2018 中国冰雪
产业白皮书》 显示，中国冰雪赛事数量逐
年增加、参赛及观赛人员数量增加、参赛
人员多样化、办赛规模扩大，影响力逐渐
加强，发展驶入快车道。

更多人爱上冰雪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冰雪产
业正呈现快速启动的状态，尤其是随着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冰雪市场将进入高
速发展期。

报告显示，到 2025 年中国直接参加冰
雪运动的人次将达5000万，并带动3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2017 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已
达3976亿元，预计在未来3年仍将维持增长
状态，2020年冰雪产业总体规模将完成6000
亿元，最终达成2025年1万亿元的目标。

腾讯公司副总裁陈菊红表示，未来几
年将是中国冰雪从竞技层走向产业层和社
会层的关键时期。其中，能在多大程度上
让中国人爱上冰雪运动，是最为重要的发
展源动力。

从冰雪产业最广泛的基础来看，自
2015 年北京申办冬奥成功后，中国冰雪旅
游市场规模同比增长率保持在 27%以上，
远超中国旅游产业平均增速。其中，冰雪

旅游已成为大部分北方城市最重要的旅游
资源和核心支柱。

雪场数量的增长，也是冰雪运动热度
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中
国共有雪场超过 600 家。其中，北方占据超
过72%的雪场资源，南方滑雪场数量也呈现
逐年递增趋势，新兴科技下的室内滑雪场、
旱雪场兴起，有望打破传统地理壁垒。

在冰雪赛事方面，近年来，中国举办
的冰雪竞技类赛事日渐丰富，赛事体系开
始完善。2017 年国内举办的冰雪赛事中，
共有竞技类赛事 76 项，大众娱乐类赛事
120 项以上。除了获得 NHL （北美职业冰
球联赛）、KHL （大陆冰球联赛） 等顶级职
业联盟的垂青外，冰雪运动各项世界杯分
站赛在中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日益增长。

冰雪之城加速建

冰雪产业拥有庞大的产业链条，而基础
设施建设是冰雪项目开展的基础。随着冰雪
产业的发展，打造“冰雪之城”成为很多中国
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中国国内已建成 26 个特色冰雪小镇，到
2020年，冰雪小镇数量将达到40个。

作为 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张
家口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河北
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副区长曹建伟表示，崇
礼目前有 7 个滑雪场，到 2020 年将建成 9

个。从2017年11月到今年元旦，到崇礼的
滑雪者已经达到 45万人次，预计这个雪季
将达130万人次，比去年增长近30%。

根 据《全 国 冰 雪 场 地 设 施 建 设 规 划
（2016-2022）》，到 2022年，国内的冰场数量
将由 2015 年的 200 余个增加至 650 个；滑雪
场数量也将实现从500个到800个的增长。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显鹏
结合各国冰雪之城建设经验表示，在中国打
造冰雪之城，首先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模
式，靠旅游取胜；其次要以文化取胜，在城市建
设等方面凸显特色；同时应培养青少年的爱
好，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项时尚运动中来。

如何让冰雪运动进家庭、进校园，事
关冰雪产业的长久发展。据统计，到 2017
年底，中国已有冰雪特色学校约 440 所，
冰雪教育初见成效。到 2020年，依靠“校
园冰雪计划”建立的冰雪特色学校，可以
覆盖到109万户家庭。

诸多痛点待解决

尽管中国冰雪产业后发优势强大，但
与该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参与人
群、设施建设还是赛事数量规模方面都有
不小的差距。要想实现弯道超车，仍需解
决诸多痛点。

腾讯体育运营总经理赵国臣认为，如
何在大众层面撬动冰雪运动热情，实现冰

雪产业的“冷启动”，是产业发展的关键。
当用户主动去寻找冰雪运动市场服务的时
候，市场自然会有机制去满足用户的需求。

职业赛事的匮乏，也反映出中国冰雪
产业的发展现状。在冰球项目上，相比于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乃至近邻韩国，中
国冰球职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值得庆幸
的是，无论是后备人才的培养，还是职业
联赛的建立，中国冰球都已进入快车道。

在冰雪运动推广中，社会各界都在发
挥力量。导演英达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冰
球运动员英如镝的父亲，谈及这些年推广
冰球的经历，英达表示，16年前，北京只
有不到 100 个小朋友打冰球；到现在，注册
打冰球的孩子已经有 3400人。他说，冰球运
动需要依靠消费支撑，必须打通通道，让更
多的家庭参与其中，才能一步一步形成高质
量的联赛，并向国家队输送人才。

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一环，随着产业
体系的完善，冰雪产业的增长也将驱动中
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林显鹏表示，与夏季
运动不同，冰雪运动是真正的产业驱动，
将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转型发挥巨大作
用，国家对于冰雪产业发展应该有宏观的
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帮助资源落地。

在论坛上，腾讯正式启动了“冰雪热
爱计划”，未来将通过场景打造、原创内
容、焦点事件和优势资源 4 个层面，引导
更多人了解、参与、热爱冰雪运动。

中国冰雪产业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刘 峣

中国冰雪产业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刘 峣

时间灵活 自助服务

1 月 12 日晚上 10 时，位于北京平安
国际金融中心的“乐刻运动”健身房
内，依旧有人在跑步机上跑步。不远处
的健身器材上，也有几人在锻炼。

“我从事服务行业，每天晚上八九点
才下班。一般的健身房 10 点就关门了，
所以我选择到这家健身房来锻炼。”从跑
步机上下来的吴女士说。

24 小时开放，随时可以锻炼。对常
常加班的上班族来说，传统健身房营业
时间规律，难免在时间上产生冲突。如
今，24 小时营业的健身房无疑具有很强
的吸引力。

笔者体验发现，只要用微信扫描或
下载 APP 注册，支付一定费用后就可以
进入健身房运动。与传统健身房不同，

24 小时健身房提供按次收费，消费者可
以根据需求，随时进行“碎片化”的运
动体验。

除了便捷的使用方式外，24 小时自
助健身房也提供各项服务，如丰富的健
身器械以及操课、私教等传统健身房的
服务内容。如果消费者对相关课程感兴
趣，就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线上预约。

在生活日趋智能化的今天，“自助”
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从决定
健身到结束一次健身，消费者可以实现
全程自助。

位置优越 价格低廉

笔者发现，24 小时健身房中几乎看
不到服务人员。“这里环境很好，没有人
打扰，也不用担心有人来推销课程。”在
北京银河 SOHO 一家 24 小时自助健身房
里，一名正在锻炼的女士说。

防不胜防的课程推销是不少健身者的
“噩梦”，在此背景下，自助健身房宛如一股
“清流”，受到一些健身爱好者的推崇。

地理位置也是自助健身房的优势之一，
一间自助健身房的平均占地面积在 200—
400平方米，只有传统健身房的1/10。这意
味着自助健身房的选址相对自由，可以
最大限度地靠近社区或商业区，方便人
们就近锻炼。

同时，较为低廉的费用和丰富的消
费模式，也降低了健身的门槛，成为自
助健身房的特色之一。

在传统健身房，办一张年卡通常需
要几千元的费用，对于很多“健身小
白”来说，坚持是最大的难题，半途而
废者并不在少数。而据笔者调查，目前
自助健身房的付费模式主要包括次卡、
期限卡等，次卡适用于以体验为目的的
用户，期限卡针对具有健身习惯的人。
例如，“乐刻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地的

费用为 199 元/月，而在济南等城市的价
格更是低至99元/月。

安全问题 亟待解决

随着自助健身房的兴起，众多品牌
迅速加入。例如，“乐刻运动”在全国拥
有近300家门店，“Liking fit”有200家门
店，“超级猩猩”计划在今年将门店扩展
至100家。

自助健身房走红，一些问题也随
之而来。其中，安全问题是其面临的最
大问题。

笔者发现，大多数自助健身房只有
一道门禁，安保薄弱，且监控录像无法
全面覆盖。很多消费者表示，对深夜锻
炼的环境安全存在疑虑。

同时，由于缺少专业教练和工作人
员，一旦消费者在健身过程中发生运动
损伤或事故，很难得到及时的帮助或救
助。

对此，一家自助健身房的经营者表
示，针对安全问题，健身房鼓励顾客结
伴而行，并在店内设置标语，提醒顾客
健身量力而为。他建议，对一些不熟悉
的运动器械，顾客可以预约私教，避免
因不熟悉器材造成人身伤害。

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夜间锻炼，深
夜健身是否科学，也成为了人们争论的
话题。有专家提醒，深夜健身与传统的
养生理念不符，在本应休息的时间不适
宜进行剧烈运动。

一天到晚不打烊 运动支付不求人

24小时自助健身房走红
顾长娟

下载手机应用、注册会员、在线支付、扫描二维码开
门——这是进入一家自助式健身房的步骤。

近年来，主打自助健身的24小时健身房登陆各大城
市。这些新概念健身房的出现，给健身锻炼提供了更多选
择和诸多便利。不过，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24小时
健身房的一些问题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公益体育社区服务中心在沪亮相
本报电（闻铭） 一种集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公共健身

服务于一体的公益体育社区服务中心，近日在沪正式启动。
据介绍，健身服务中心是经国家体育总局健身管理中

心批准设立、由地方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与社会资本合作共
建，专门提供公益体育综合服务的机构。中心集成了中医
理疗和运动处方等健康服务，还增设了中国体育彩票销售
业务，让体育健康和体育公益完美融合，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为健身习练者、周边社区居民等提供咨询、指导和教学
等综合性体育服务。

欧洲滑雪登山赛首到阿勒泰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中国登山协会消息，2018年

欧洲滑雪登山巡回赛阿勒泰分站赛测试赛15日落幕，共有
来自意大利、法国和中国的 40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包括 4
名意大利滑雪登山国家队队员以及8名中国滑雪登山国家队
运动员。阿勒泰分站赛测试赛是欧洲滑雪登山巡回赛 （简
称LGC） 第一次走出阿尔卑斯山，来到中国新疆阿勒泰。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统
计局联合发布的最新数据，2016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9万
亿元，体育健身休闲活动总产出
和增加值名义增速均超过 30%，
这个数据让人高兴。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引发了
中国人对体育的关注和热情，竞技
体育达到巅峰，体育产业也开始悄
然成长。近几年来，随着健康中国
的理念不断普及，群众体育蓬勃发
展，中国的体育产业迎来青春“猛
长期”。“全民健身”“体娱结合”“体
育营销”……各种新玩法层出不
穷；创业、投资、收购……体育产业
风起云涌，大有“山上山下，风展红
旗如画”的恢弘场面。

2018 年，中国体育产业又迎
来发展良机，可望达到新高度。
冬奥会、世界杯、亚运会接踵而
至，体育的魅力不断感染国人。
同时，这些赛事中将出现更多中
国合作伙伴的身影，“中国制造”
将继续闪耀全球，强势的中国品
牌在给国人带来更多自豪感的同时，也将给体育产
业的弄潮儿带来更多红利。

资本和优质体育资源的结合也将更加紧密。来
自中国的产业翘楚正以全球化的投资视野和运营手
段，赚全世界体育迷的钱。

当然，青春期意味着成长的空间还有很多。2016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仅占同期 GDP 的 0.9%，而发
达国家体育产业的 GDP占比达到 3.5%至 4%，相比之
下我们的体育产业规模还不够大，要成为支柱产业，
还需要再加油。

业内人士预估，未来5年，中国健康产业总需求
是8万亿元。体育消费很快会
翻一番，全民健身人口将有
较大幅度增长，对体育产业
的需求是巨大的，特别是家
庭 体 育 消 费 需 求 。 参 与 体
育、享受健康已经成为了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需
求，体育产业正迎青春。

1月15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的亚足联U23锦标赛A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1:2负于卡塔尔队，无缘小组出
线。图为中国队球员杨立瑜 （右） 与卡塔尔队球员萨勒曼
拼抢。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U23国足止步亚锦赛小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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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间自助健身房。（资料照片）图为一间自助健身房图为一间自助健身房。。（（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小朋友在武汉冰龙国际滑冰俱乐部上课小朋友在武汉冰龙国际滑冰俱乐部上课。。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选手在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世界杯比赛选手在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世界杯比赛
上上。。该比赛在崇礼太舞滑雪场举行该比赛在崇礼太舞滑雪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晓晓摄摄

北京昆仑鸿星队在大陆冰球联赛北京昆仑鸿星队在大陆冰球联赛 （（KHLKHL））
中对战俄罗斯圣彼得堡陆军队中对战俄罗斯圣彼得堡陆军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吴 壮壮摄摄

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奥会会徽年冬奥会会徽““冬梦冬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鞠焕宗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