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原则融入奥运会筹
备的各个阶段。 北京冬奥组委新
闻发言人严家蓉介绍，围绕“可
持续·向未来”的可持续性愿景，
从环境正影响、 区域新发展、生
活更美好三个方面， 制定了 119
项具体措施。

在可持续的办奥规划中，所
有冬奥会场馆都将被持续利用、
反复利用、综合利用，全面向社
会公众开放。 在设计之初，北京
赛区新建的标志性场馆———国
家速滑馆，就充分考虑了这一问
题，1.2 万平方米的全冰面由此
产生。 冬奥会赛时项目大道速滑
主要使用外圈 400 米跑道，而场
芯创新性地设计成两块标准冰
场，使得整块冰面可以同时容纳
2000 人上冰。

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 是世界上第十七条赛道。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
李森介绍，雪车雪橇项目危险性
较高，因此在规划时，就在比赛
出发区下方的三分之一处，一处
较缓的地方，给公众预留了一个
出发区，为赛后向公众开放提供
条件。 目前，延庆奥林匹克园区
已获得国际奥委会批准， 将于

“五一”开园。
但延庆和张家口赛区都是

雪上场馆，只能在冬季开展项目
体验和比赛。 要实现场馆四季运
营，要利用赛区的人文历史和自
然生态优势，建立一批户外运动
项目，如健身跑、越野跑、山地自
行车、登山攀岩等；同时，带动区
域特色旅游休闲、山地度假等产

业。 李森透露，张家口赛区的云
顶滑雪公园春、夏、秋三季休闲
度假、避暑旅游的人数其实远超
冬季滑雪的人数。

而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快
速交通联络线，又将北京、延庆、
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冰雪、 人文、
自然资源贯通，连成一条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引领周边区域的
高质量发展。

在“最美冬奥城”的建设过
程中，延庆有了三条高速、一条
高铁， 对外交通瓶颈全面打破，
电力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历史
性接入了管道天然气，能源结构
也发生深刻变化。 多家国际品牌
酒店齐聚延庆，还打造了“延庆
人家” 品牌民宿体系，“冰雪+旅
游”产业正如火如荼地发展。 延
庆赛区周边的后黑龙庙村，从一
个低收入村成长为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

为了让冬奥会的红利最大
惠及当地百姓，北京奥组委开展
10 万人次的大培训， 带动 7000
多人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延庆赛区周边有一支海陀

农民滑雪队， 以张山营村民为
主，目前已有近百名队员。 其中，
30 多人取得专业机构认定的资
格证书，当上滑雪教练员、裁判
员、运动员。 据不完全统计，在张
家口崇礼，每 5 人之中就有 1 人
从事和冰雪相关的工作，超过三
万人直接或间接进入冰雪产业

和旅游行业。
在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执行

秘书长韩斌看来， 居民成为冰
雪运动产业快速发展的直接受
益者， 一线工作者的专业技能
得以不断提升， 这样的可持续
成果体现了北京冬奥会坚持以
人为本， 将人的权益和发展放

在重要位置。
生态环境保护被提到重要

位置。 李森说，施工中遇到植物，
能避则避、能让则让，尽量就地
保护原生树木； 无法避让的，采
取近地保护或迁地保护措施。 如
今，延庆已有多个保护区和冬奥
森林公园。 建设场馆的同时，还
特别建立或留有野生动物通道，
安装人工鸟巢，恢复和重建动物
栖息地。

2019 年以来，延庆赛区周边
多次监测到野猪、狗獾等野生动
物，2021 年， 红外相机拍摄到有
效照片和视频 1.4 万余张（条），
监测到兽类 11 种， 较 2019 年增
加了 1 种，鸟类 18 种，较 2019 年
增长 6 种。 曾参与这些工作的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
表处主任张琰，对办奥过程中中
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出的
努力表示赞赏。

一些绿色经验转化成制度
创新。 严家蓉介绍，此前对于雪
上场馆，国内外都没有绿色建筑
标准。 北京市和河北省联合研究
制定《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
准》， 填补了国内外相关标准的
空白。“北京冬奥会的可持续性
管理体系，创造了奥林匹克历史
上第一个覆盖奥运会筹办全领
域、 全范围的可持续性管理体
系。 ”严家蓉说，北京奥组委与北
京市相关部门合作，形成大型活
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作为地方
性指导标准， 对以后大型活动、
大型赛事的举办都能起到引导
作用。

“正如报告所述，北京冬奥
会正在助力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向世人展示面向未来的、更
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这些实
例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
高度评价，他表示，北京冬奥组
委在国内外利益相关方的共同
参与之下， 成功将国内外各方
对可持续性议题的关注提高到
新的层次。

（据 《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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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的可持续“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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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北京冬奥
会可持续发展

报告（赛前）》（以下简称
‘报告’） 揭示了从理念
到行动， 北京奥组委如
何为冬奥会绘出美丽中
国的底色。

“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场馆将预计减排二氧化碳 32 万吨

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直冷制冰技术的冬奥场馆———国家速滑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