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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如何点燃冰雪消费热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北京联合张家口赢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我国冬季运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冬奥会“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确立，让更广阔的人群接触到冰雪运

动成为可能——

冰雪运动产业链长，涉及冰雪健身
休闲、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器材装备
的开发和生产销售、赛事培训以及相关
产业如旅游、地产、酒店、餐饮、娱乐
等，市场广阔，发展空间巨大。随着人
们对冬奥会项目特别是冰雪项目的热情
增加，冰雪运动有望成为新的体育消费
热点。

让滑雪成为度假方式

目前我国国内各类滑雪场加
起来已接近 600 个，给了游客更
多的选择

这两年，每到冬季，来自苏州的旅
游达人王浩都会选择和朋友一同前往东
北滑雪旅游。“只要玩过一次，就会爱上
这项运动。”王浩说。

王浩告诉记者，近年来，南方游客
北上滑雪休闲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有的
发烧友甚至一待就是几个月。“根据雪量
大小，雪场一般从 11 月中旬开到次年 3
月底。遇到圣诞节或春节，滑雪的人会
更多，这期间的机票和酒店住宿价格也
更高。”王浩说。

“从目前来看，冰雪运动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旅游产业。”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林显鹏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
采访时表示。

申请冬奥会举办权，让此前默默无
闻的崇礼一夜间名气大增。林显鹏告诉
记者，今年春节期间，他以一名滑雪爱
好者的身份来到崇礼，亲身感受到了人
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3月，仅有12万
左右人口的崇礼县吸引的滑雪人口已达
300多万人次。尤其在春节前后，不仅周
边宾馆入住的游客爆满，连农村的简易
滑雪场地也是生意爆棚。”林显鹏预测，
随着北京申办冬奥会取得成功，未来崇
礼县滑雪人口增长比例有望超过50%。

林显鹏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国内各

类滑雪场加起来已接近 600 个，主要集
中在东北、北京、张家口崇礼等地。此
外，南方省份如四川峨眉山、湖北神农
架也都拥有滑雪场，这给了游客更多的
选择。

尽管雪场数量不少，但与冰雪运动
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有档次的滑雪场
并不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胡利军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
采访时说，受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
境、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我国冰雪运
动基础相对薄弱，冰雪资源也十分有
限。与国外成熟的冰雪消费市场相比，
我国无论是市场规模、冰雪产品的数量
和质量、价格、品牌、配套设施，还是
消费意识、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均存在
较大差距。

胡利军指出，在申办冬奥会的带动
下，近年来，我国冰雪市场发展迅猛。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冰雪运动
的需求日益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至 2014 年，我国滑雪人次达到 1300
万左右，而1996年这一数字只有1万。

“申办冬奥会的成功对冰雪各产业业
态发展均是直接利好。例如 15.1 亿美元
的冰雪场馆直接投资，3亿人参加冰雪运
动，将带来巨大的冰雪运动场地和配套
设施建设需求。未来冰雪市场消费最大
的应该是冰雪健身休闲旅游产业。”胡利
军表示，冰雪旅游文化产品是一个包括
吃、住、行、游、购、娱等多要素且缺
一不可的文化体育产品概念。在滑雪胜
地瑞士，滑雪旅游占瑞士旅游业收入的
60%以上。我国应根据不同地域特色，
注重冰雪旅游个性文化产品的开发，创
建品牌。

让冰雪消费融入生活

面对竞争劣势，国内冰雪器
材的生产商应加大研发力度，增
加产品科技含量

在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何文义看来，最稳定的消费模
式是生活方式消费。“一旦人们选择把冰
雪运动作为生活方式，这种消费模式就
是可持续、常态化的。”何文义说。

长春冰雪爱好者刘澈参与滑雪运动
已有近10年。“站在雪场高处，你会感受
到大自然的美，也能体验到竞技体育带
来的紧张与刺激。每学会一项新技术，
也能获得挑战自我的成就感。”谈到滑雪
的感受，刘澈对记者如是说。

身为一名滑雪发烧友，除了技巧，
装备也很重要。刘澈给记者算了这样一
笔账：雪板 4000 元、头盔 600 元、雪
镜 700 元、雪服 1500 元⋯⋯这一套装备
下来，就要接近 1 万元。“其实所有的装
备在滑雪场都能租到。”刘澈说，“一般
贴身使用的滑雪装备还是自己购买最
好。现在一套滑雪服并不贵，几百元到
几千元的都有，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决
定。”

现在，冰雪消费已融入刘澈的日常
生活。他告诉记者，自己几乎每天都要
登录海外网站看看有什么新产品。前一
段时间，他迷上一款名为“GoPro”的极
限运动专用相机。利用这款相机，他可
以记录下自己每次滑雪的全过程。

林显鹏认为，我国滑雪服务、滑雪
培训等消费需求不断快速攀升，将带动
冰雪器材装备的井喷式发展。“现在很多
人是初学者。随着滑雪人口基数增多，
具备中高级滑雪水平的人口也会越来越
多。购买适合自己的专业器材装备就成
为了这个群体的刚需。”林显鹏说。

不过，在巨大商机面前，目前我国
冰雪装备市场却主要被国外知名品牌占
据，而国内冰雪行业显得准备不足。刘
澈告诉记者，虽然消费比较多，但自己
的大多数滑雪装备是从海淘网站购买的
国外知名品牌。本土品牌主要集中在雪
板、雪服等，且占比不大。

“近几年，我国冰雪装备制造业有所
回暖，像奥运冠军王濛等人也走出来自
主创办品牌。这种靠个人创办的零星产
业，很难形成规模。本土品牌通过技术

升级创新，仍有较大市场潜力待挖掘。”
林显鹏建议，应该从国家层面制定扶持
冰雪器材生产制造产业的相关政策，以
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胡利军认为，面对竞争劣势，国内
冰雪器材生产商应加大研发力度，增加
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可通
过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规模化生产，生
产出高质低价的产品，以提升国内冰雪
器材装备的市场竞争力。

让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要让更多青年人学会滑雪爱
上滑雪，才能在冰雪市场形成稳
定的消费群体

“最近，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研究制定
‘十三五’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
冰雪运动均是各地未来规划的重要内
容。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胡利军说，目前我国冰
雪运动表现出从冰上运动向雪上运动发
展；从冰雪竞技体育向冰雪大众体育、
学校体育发展；冰雪运动开展的区域从
东北向西、向南推进等特征，具备了实
现“带动中国3亿人参与冰雪项目”这一
目标的发展环境。

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许多细节工
作要做。数据显示，相比曾举办过冬奥
会的其他国家，目前我国的冰雪场馆
少、规模小。以加拿大温哥华为例，温
哥华市区人口仅有 60 万，但室内冰场达
100 多个。而常住人口高达 2000 多万的
北京，室内冰场不过十几家。

“应加大冰雪运动的宣传，提高人们
参与冰雪运动健身休闲的意识和自觉
性，加大冰雪运动场地及配套设施的开
发规模和建设质量，丰富‘冰’、‘雪’
资源，开发冰雪旅游项目、冰雪竞赛和
全民健身冰雪活动，形成冰雪运动品
牌、形成冰雪文化。”胡利军说。

当前，各地已经开始探索冰雪运动
项目的普及方式。8 月 8 日是全民健身
日，作为 2022 年冬奥会举办地，一场别
开生面的“喜迎冬奥”全民冰上体验活
动在北京西城文化广场举行。上小学三
年级的杨光告诉记者，希望自己能脱下
轮滑鞋，穿上冰刀，通过接受短道速滑
专业训练，争取在 2022 年在家门口为国
争光。

林显鹏预计，随着多种社会力量进
入冰雪市场，未来冰雪运动场所的运营
管理模式将在规模化、专业化等方面进
一步得到提升。

为吸引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长春
市庙香山滑雪场经营者王勇在 2015 年初
为约1万名长春市民提供了免费滑雪的机
会。如今，他还打算到年底继续与相关
部门合作，邀请更多人体验冬季运动。

“虽然眼下赔钱，但如果有 1 个人滑雪之
后能为滑雪场传出好口碑，他就可能为
雪场带来近 10 个目标客户。那么，今天
免费的 1 万人今后就会带来 10 万人的市
场。”王勇说。

一个共识是，培养冰雪运动人口要
以青少年群体作为突破口，让更多青年
人学会滑雪这项技能，才能在冰雪市场
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

冬奥大市场的馅饼不会从天而降
肖 力

北京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主办权。至

此，北京也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举办过

夏、冬两季奥运会的城市。

根据以往观察，申奥成功带给市场

的各项利好中，率先受益的就是体育产

业。北京冬奥会将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快

速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特别是基础相对

薄弱的冰雪体育产业。北京冬奥会 《申

办报告》 提出，如果北京申办冬奥会成

功，将带动 3 亿人常年参与冰雪运动。

“3 亿人上冰雪”，既是普及冬季体育运

动的大目标，也是培育冬季体育消费市

场的大目标。毫无疑问，举办冬奥会，

发展冰雪运动，将为我国体育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发展提供大好机遇，有助于实

现“2025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5

万亿”的规划。

从申办冬奥会成功那一刻起，围绕

冰雪消费和冰雪产业的话题立刻热气沸

腾。有人迅速作出预测：以“5%的滑

雪人口比例”以及“人均活动消费 500

元/年”的假设测算，我国未来每年将

有 300 多 亿 元 规 模 的 冰 雪 体 育 消 费 市

场，以较为正常的 1:10 的比例拉动相关

产业发展测算，冰雪运动带动的其他关

联产业规模将达到 3000 亿元以上。

且不论 3000 亿元的预测是否准确，

冬奥会带来的必将是一个诱人的大市场。

面对如此巨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是否已经

在精心布局，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企业是

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具有了充足的

实力？从实际情况来看，未必。

以冰雪装备制造业为例，由于中国

在冰雪项目上开展比较晚，普及性不

高，冰雪产业链几乎还没有，国外的冰

雪装备制造业占据了国内市场大部分份

额。一位常年带队的滑雪教练坦言，像

越野滑雪等冬季项目，装备和设施几乎

全部依靠进口。国内雪场、冰场器材尤

以国外品牌为主。毫不客气地说，我国

想要夺回冰雪装备制造业的市场份额，

其难度可能甚至比申办冬奥会更难。

奥运会一定会促进体育消费的快速

繁荣和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否能

够抓住这个机遇，具体到某个产业或某

个企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2008 年的

北京奥运会中，一些官方合作伙伴就是

简单地把自己跟奥运会的品牌结合在了

一起，仅仅是在奥运会期间进行了 10

几天或者 20 几天的一个应景投放，企

业从研发到设计再到市场推广，并没有

深刻地与体育紧密结合，没有长期深耕

体育市场的毅力。

2008 年，李宁迈着潇洒的太空步点

燃北京奥运会火炬，当年无疑也是李宁

公司最为辉煌的一年。如今李宁公司在

市场上的表现让人唏嘘不已。事实上，

2008 年在我国本土举办的奥运会，并未

让大量的中国品牌受益，在一定程度上

反而成为国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良

机。无论冬季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

会，都是巨大市场机遇，但是这个市场

馅饼不会凭空落到谁的头上。还是那句

老话，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我们的市场上从来不缺乏热情的分

析者和投机者，但我们更需要冷静观察

者 和 脚 踏 实 地 的 实 干 者 。 距 离 2022

年冬奥会还有 7 年的时间。这 7 年，应

是我们的冰雪企业艰苦努力、苦练内功

的 7 年，实现自身脱胎换骨的 7 年。

冬奥会让我国冰雪运动迎来了千载

难逢的发展机遇，“带动 3 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将极大刺激大众滑雪

消费市场的发展，但是否能催化冰雪产

业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冰雪产业链，

还需要社会各界付出更大努力。

8 月 12 日，消费者在北京菜百商场选购婚戒钻戒系

列产品。随着七夕临近，北京商家、网店纷纷推出各种七

夕主题促销活动，“浪漫”消费悄然升温。 远 舟摄

市民提前 4 个月抢订冬奥

主题旅游团——

冰雪旅游受带动作用明显
本报记者 郑 彬

2022 年冬奥会举办地花落北京、张家口。这两座
城市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距离冬奥会开幕时间尚
有时日，市场反映却很快，特别是旅游产业受冬奥会
带动作用明显。

在线旅游企业首先受益。携程、途牛、同程等旅游
企业相继布局北京、张家口旅游区域，推出以冬奥会
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譬如，携程网推出 11 月 27 日“北
京+张家口 5 日 4 晚跟团游(4 钻)·展望冬奥·冰雪崇
礼”线路。首发团还特别邀请冬奥会风云人物陪同游
览，与游客深度交流，讲述申奥故事，并为游客现场展
示滑雪技巧。

记者注意到，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 7 年时间，
但已有市民抢先预订今年 11 月、12 月的张家口、北京
冬奥会主题旅游团，准备在未来奥运冠军驰骋的滑雪
场地上一试身手。北京市民张鹏说：“鸟巢开幕式、水
立方的速滑、五棵松的冰球、冰壶等比赛，延庆地区和
张家口的户外项目⋯⋯我想提前体验冬奥会现场。”

像这样心急的游客其实不在少数。以往想要观赏
奥运级别的比赛，冰雪爱好者不得不选择出国。然
而，高昂的交通和住宿成本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如
今，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世界顶尖级的滑雪场地，交
通住宿花费大大降低，旅游人气必然急升。

“冬奥会魅力独特，申办成功非终极目标。”国际
奥委会委员李玲蔚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她看来，
冬奥会很多户外项目跟大自然贴近、融合。在申办目
的上，大家也很清楚，尽管冬奥会对于国人来说好像
离得比较远，但目的正在于通过这次冬奥会，让冬季
项目更多地走入大家的生活。

其实，申办成功对于旅游产业来说，目的也是一
样，希望借这个万众瞩目的赛事契机，能够吸引更多
游客。记者了解到，2006 年意大利都灵举办第 20 届
冬奥会，冬奥会期间就吸引了 150 万的游客来到皮埃
蒙特大区。到 2009 年，冬奥会为都灵带来上百亿欧元
的投资额，5 万多个就业岗位，突破千万的旅游人数，
城市进入区域经济发展新时期。

对于张家口来说，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已开始显现。
数据显示，张家口崇礼滑雪正持续升温，2014 到 2015
雪季，滑雪旅游收入 11.7 亿元。张北、赤城等县的冰雪
场地、设施也相继建成，张家口冰雪产业正蓬勃发展。

创新电商模式

跨境“海淘”诞生新玩法
本报记者 陈 静

风口浪尖上的跨境电商频频推出“新玩法”。日
前，天猫国际宣布携手韩国新罗、泰国王权两大免税
店集团启动环球免税店项目。天猫国际总经理刘鹏
表示：“通过跨境进口电商模式再创新，天猫首创引进
各国免税店直接入驻，开启国人境外游购物新模式。”

据介绍，利用这种模式，消费者在订购出境游机票
后，就可以下单选购韩国、泰国的免税店商品，以人民
币支付，在出境国的旅程结束回国时，消费者凭支付
成功后的短信或条形码，在机场免税店提走现货即
可。和消费者在机场选购免税商品的传统模式相比，
这种模式能够帮助消费者节省排队、汇兑、退税等购
物环节，大大节约购物时间，还避免飞机延误、机场跟
免税店关系紧张等问题。据刘鹏透露，天猫国际目前
还在引进可同时覆盖欧美 10 余个国家的境外免税店
集团，也在同国内免税店集团接触，覆盖更多中国热
门出境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网上下单 机场提货”，正是跨境“海淘”消费模
式创新的写照。在第三方平台之外，自营平台也在通
过深化与海外品牌合作，将跨境海淘“玩”出新意。老
牌互联网门户网站网易推出了电商自营平台考拉海
购，在 7 月前后与韩国连锁商超易买得与美妆集团高
丽雅娜达成合作。考拉方面表示，在接下来的 8 月份，
网易 CEO 丁磊将携团队赴韩。考拉海购属于自营平
台的，可以通过直接采购确保商品品质，也可以通过
国内保税区进行快速退换货，解决跨境电商售后难的
瓶颈问题。“自营的优势在于，跨境电商平台本身就对
产品的质量承担责任。出了问题，由平台赔偿消费者
和追溯供货商责任。”考拉海购商务负责人表示。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部副主任张莉表示，
我国主要跨境电商平均增长率在 40%左右，其中跨境
零售增长率达到 40%至 50%。高速增长意味着市场
的快速成熟，种种新玩法在为消费者带来更好体验的
同时，也在帮助电商平台获得差异化竞争力。

②②

①①

③③

①①游客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冰雪游乐场游玩游客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冰雪游乐场游玩。。

②②在北京北海公园滑冰场在北京北海公园滑冰场，，市民乘坐冰车嬉戏市民乘坐冰车嬉戏。。

③③在北京密云云佛山滑雪场在北京密云云佛山滑雪场，，游客体验滑雪乐趣游客体验滑雪乐趣。。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