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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产业集装箱

本报记者 王 辉

“冰雪消费地图有效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将分散

的冰雪目的地信息进行整合归类，添加图文推荐和

路线导航能力，完成线下信息的线上数字化呈现，解

决消费者去哪里上冰、上雪的难题。”高德地图相关

负责人在2022-2023北京冰雪运动消费季启动仪式

上这样介绍。

为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推广冰雪运动，丰富改善

群众健身和运动休闲方式，激发大众冰雪运动热情，

持续提升北京城市体育影响力，日前，在“2022-2023

北京冰雪运动消费季”启动仪式上，北京市体育局和

高德地图联合推出“2023北京冰雪消费地图”（以下

简称：消费地图）。

据悉，本次发布的“消费地图”通过高德地图进

行了多维度数字化的呈现，按照滑冰场、滑雪场、冰

雪嘉年华、冰上艺术中心等进行分批归类，为广大群

众精选推荐了北京市超过100家冰雪运动场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消费地图”的最大亮点是，

在去年消费地图基础上，新增了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国体9号冰上运动中心（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冰

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等冬奥场馆，

以及第二届首钢园冰雪汇（首钢滑雪大跳台）、金海

湖碧波岛冰雪世界等冰雪嘉年华活动。

为了让广大消费者安心参于冬季运动，消费者

抵达入选“消费地图”中推荐的运动场所时，可以看

到由北京市体育局和高德地图联合颁布的“高德指

南 冰雪消费地图”挂牌。同时，作为本次“北京冰雪

运动消费季”的联合推荐单位，高德打车还将为活

动提供专属打车补贴，全方位支持和倡导市民进行

冬季运动和锻炼。北京市民前往“高德指南”冰雪

专区推荐的冰雪目的地时，都可以通过线下扫描

挂牌二维码的方式领取打车补贴。

“乐冰雪客户端致力于打造体育运动及冰雪

旅游智慧出行的用户优选平台，为用户提供线上

票务及圈层交互的服务，目前已成长为全国冰

雪垂类头部电商OTA平台。”据张家口乐冰雪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姬婧介绍，该平台服务

范围包括河北滑雪大区、吉林滑雪大区、北京滑

雪大区、新疆滑雪大区等全国重点滑雪市场的

大中型雪场，以及成渝西南地区、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地区等新兴滑雪市场的室内外冰雪

运动场馆。“2003年我们将推出‘中国·崇礼六

山联滑产品’。该产品是集万龙、密苑云顶、太

舞、富龙、翠云山银河、多乐美地六大滑雪场

共同打造，由中国银行冠名的联滑产品。作为

国内首个具备真正滑雪大区联滑意义的产

品，通过一卡联滑域内六大雪场颠覆了传统

滑雪运动消费场景，开启冬季地域资源有序

拓展的大幕，是中国滑雪产业从雪场‘单打

独斗’走向‘国际滑雪大区集群发展模式’的

探索。”

本报记者 王世让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全国各地

大力增加春节期间的文化体育活动

供给，促进体育消费，让老百姓过一

个快乐、健康的中国年。

在双奥之城北京，为了庆祝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

办一周年和兔年春节的到来，2023

北京冰雪消费节于近日拉开帷幕，

全市80余家冰雪场地、温泉酒店、

户外运动品牌、商业综合体将参与

本次冰雪消费节，并推出了优惠活

动。家住海淀区的刘亮告诉记者，

他们一家三口最近刚去南山滑雪

场滑雪，因为领了快乐冰雪季活动

发放的优惠券，每张门票优惠了80

元。“等春节放假了，我还会带着孩

子一起去滑雪，过一个健康快乐的

中国年。”

北京今年还有20余家公园推出

了冰雪嘉年华，市属5家有冰雪活动

的公园今年均开设网络预约渠道，

游客可以提前2至7天在线预约。随

着寒假的到来，很多家长带着孩子

到公园里参加冰雪嘉年华，滑冰、滑

雪、冰车、冰滑梯等冰雪活动让孩子

们乐不思归。

作为冬奥后首个滑雪季，张家

口滑雪市场也迎来了强劲复苏。为

了激发后奥运冰雪运动普及，河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冬季游崇礼

“十大冰雪优惠产品包”。目前，崇礼

区6大滑雪场已做好迎接春节期间

客流再度攀升的准备，崇礼区太舞

滑雪场相关负责人任晓强介绍：“现

在滑雪场入口处又排起了‘长龙’，

太舞滑雪小镇日均游客流量达到

2000人，预计春节期间日均客流量

将达5000人以上。”

天津今年将继续推出“健身大

拜年”活动，今年活动相比往年将更

加丰富，并且通过独具地方传统文

化特色的文娱展演、民俗表演以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让群众在健

身的同时尽情感受天津传统文化。

此外，2023年天津市冰雪开冰节已

经启动，春节期间将通过组织丰富

多彩的群众冰雪活动，带动全民积

极投入冰雪运动。

在重庆，由重庆市体育局等部

门共同主办的“不夜重庆·体育嘉

年华”将在春节期间启动，活动包

括开幕式、体育展销、展演互动、线

上互动、品牌推介、消费券发放等

六大主题，参与企业和品牌将在解

放碑步行街上进行展示推广，为广

大群众提供优质的体育产品和服

务，营造浓烈的全民健身氛围，吸

引更多人在春节期间走出家门，参

与到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活动中

来。

山东省体育局在临近春节之

际，为进一步加速旅游需求释放，

促进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携

手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评选

出了“2022年山东省（冬季）体育旅

游精品线路”，包含冰雪、骑行和徒

步三大主题，“泉城济南”冰雪体育

游、“纵情冬日悦享山海”骑行、淄

博红叶柿岩山野奇妙游等12条线

路入选。

在旅游城市三亚，为迎接春节

的到来，拉动当地消费，从1月1日

至1月16日，三亚市旅文局联合全

市36家体育类商户，开展以“惠动

三亚、健康生活”为主题的体育消

费券发放活动。活动期间，总计93

万元的三亚市体育消费券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发放，分

为体育运动、体育培训、体育旅游

三大板块，支持潜水、冲浪、篮球

馆、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

育相关消费。

本报记者 张小可

山东日照人均体育消费由2019年的1864.13元增长到

2021年的2179.21元；江苏省人均体育消费由2019年的2442元

增长到2021年的2626元；深圳市2021年人均体育消费为

3492.21元，相较2019年上升1%……近期，多地发布《居民体

育消费调查报告》，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近三年来，居民

人均体育消费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培训消费支出快速提升

《2021年成都市居民体育消费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成

都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2518.6元，其中人均体育教育培训

消费为312.3元，在体育消费总支出中占比为12.4%。 2021年

绍兴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为2859.4元，其中体育教育培训支

出为220.8元，在体育消费总支出中占比为7.7%。2021年山东

日照市人均体育消费为2179.21元，其中体育教育培训消费

支出增幅最大，同比增长40.34%。

2021年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学校体育教育活动和体

育培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培训消费在居民体育消费中的所

占比例在快速提升。

软硬件完善刺激体育消费

2021年绍兴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为2859.4元，较2020人均体育消费2574.93元增

长11%。

绍兴市居民体育消费增幅提升，与城市体育发展建设有关。据了解，绍兴将承办

2022年杭州亚运会篮球、排球、棒球、垒球、攀岩5个项目的相关赛事和足球训练项

目，是杭州外承办亚运赛事最多的城市。场馆设施的完善相应带动居民体育消费。

其次，绍兴市也在“打造国际赛事目的地”方面下足功夫。以“水陆国际双马”为龙

头，举办女排俱乐部世界锦标赛、曹娥江国际摩托艇公开赛、中外名校赛艇挑战赛、国际

传统武术比赛等一系列品牌赛事，为绍兴市居民提供体育赛事氛围。

运动排名升降有原因

2021年成都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2518.6元，与2020年相比增长9.6%。在经常性

参与的运动排名上，2020年前五的项目分别为跑步、篮球、游泳、户外运动、足球；

2021前五的项目是跑步、羽毛球、篮球、游泳、山地户外。

羽毛球运动的排名提升快，既与成都申办2024年汤尤杯大背景有关，更与成都近年

来在促进羽毛球运动普及与提高上所付出的努力有关。据成都市羽毛球协会统计，2021

年成都长期进行羽毛球健身的人数超过50万人，羽毛球青少年俱乐部70余家，常年接受

羽毛球培训的青少年2万余人，羽毛球项目传统学校30个。

日前，浙江警方侦破一起

“涉案6000万、侵犯国际足联

知识产权案”的新闻吸引了很

多人的关注。

根据公安部相关内容得

知，世界杯期间，杭州市公安局

萧山区分局打击二部民警在工

作中发现，辖区一家企业受权

在中国生产、销售的卡塔尔世

界杯吉祥物手办“拉伊卜”被仿

冒。萧山警方立即抽调精干警力

组成专案组，迅速查明案情并锁

定相关嫌疑人。在广东警方的协

助下一举抓获罗某等4名犯罪嫌

疑人，捣毁生产包装窝点1处、代

理商窝点1处，缴获大量山寨“拉

伊卜”手办以及配件、包装盒等涉

案财物。经查，2022年10月以来，犯

罪嫌疑人罗某等通过网络经销平

台订购配件，自行组装包装后，招

募代理大肆销售获利。目前，罗某

等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众所周知，足球世界杯是世界

第一大商业体育赛事，知识产权范围内的

版权产品一直是其中最赚钱的业务之一。

国际足联通过授权生产和销售世界杯吉祥

物和纪念品，获得巨额的经济回报，可以

说，知识产权是国际体育组织最有价值的

无形资产。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此次中国企业杭

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是继2014年和

2018年世界杯之后第三次获得国际足联授

权，成为大中华地区授权商，拿到了世界杯

吉祥物手办、毛绒玩具、服饰和口罩等多个

品类的授权。此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一

墩难求”，此次世界杯吉祥物“拉伊卜”及周

边产品销售也非常火爆，销量远超前两届

世界杯的总和。据了解，从世界杯倒计时

100天推出产品之后，市场上就出现了盗版

产品，随后逐渐增加。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与国际足联进行了沟通，作为版权

方的国际足联委派律师前往杭州与当地警

方进行了报案。

随后，在中国警方的精密部署和全力侦

破下，2022年12月14日，第一批造假者浮出水

面并被逮捕，据初步计算，涉案金额超过6000

万元，中国警方以及有关部门在此次保护知

识产权行动中的快捷高效获得国内国际广

泛好评。

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郭志浩全程参与此次事件，他对此感触很

深“中国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

尤其在体育文创行业里，比如冬奥会冰墩

墩，比如中超俱乐部的吉祥物，这些版权都

是付出巨大经济成本，以及长时间积累才创

造的价值，在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下，一方

面可以让体育版权不断升级，建立健康的体

育产业模式，同时也会让体育爱好者享受到

更高品质的正版产品。因此这次中国警方重

拳整治世界杯盗版产品行动，将会极大推动

中国体育版权产业发展，甚至对整个体育产

业而言都有很大意义。”

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知识产权保护所做的贡献。2021年相关部

门就打击奥运侵权行为出台了多项文件；

2022年初，在冰墩墩异常火爆的情况下，也是

国家多部门组成专项小组打击侵权假冒行

为，保证了版权方的合法权利。最近几年中

国体育版权产品行业发展迅速，不止是冬奥

会、世界杯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国内体育

赛事的相关版权产品也有巨大市场发展空

间。版权产品销售是体育产业里面向消费者

领域最重要的基础业务，具有很大的普及型

和推广性，它的发展也会带动体育产业表演

业、制造业的发展。

互联网平台赋能冰雪运动消费
2022年冬奥会、世界杯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保护知识产权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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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体育产业政策大讲堂结课

体育陪你过个健康年

新雪季，举家出游，体验冰雪运动的越来越多。 王辉摄

本报讯 近日，由重庆市体育局主办，

北京国体世纪质量认证中心承办的“2022

年重庆市体育产业政策大讲堂”系列课程

全部完成上线并播放，大讲堂正式收官。

“2022年重庆市体育产业政策大讲堂”

自去年11月21日首期课程上线以来，共计

播出6节视频课程，累计观看量达2000余人

次，来自重庆市及下辖各区县体育部门、体

育协会、体育学院、体育事业单位及体育企

业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了培训。

此次大讲堂培训课程深入结合重庆

市各级体育部门和市场主体实际情况，全

方位多维度设计培训课程，邀请行业专家

和产业负责人，深入介绍了我国体育产业

发展趋势与方向，同时对如何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给出解题思路。

“重庆市体育产业政策大讲堂”是该

市体育局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在服务经济

增长、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体育事

业发展而进行的培训活动。未来该市体育

局还将持续推动该项工作，打造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格局，助力建设体育强市，充

分发挥体育产业在重庆市经济转型升级

中的重要作用。 （王 辉）

本报记者 杨天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