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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 ，徐 一 璠
（左）与梅里查尔在颁奖
仪式上。

当日，在2020美国网
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徐
一璠（中国）/梅里查尔（美
国）以 0∶2 不敌西格蒙德
（德国）/兹沃娜列娃（俄罗
斯），获得亚军。这是 32
岁的徐一璠继温网锦标
赛之后拿到的个人第二
个大满贯亚军，同时也是
中国女双在美网的最佳
战绩。

新华社发

女
双
亚
军

9 月 13 日，参赛选手在男子 10 公里环湖跑比赛中。当
日，2020年云灵山户外运动挑战赛在福建省邵武市举行，来
自北京、福建、江西、浙江四个省市的 502名户外运动爱好者
参加角逐。 新华社发

9月12日，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当
日，在2020-2021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第一轮比赛中，西
班牙人队主场以3∶0战胜阿尔瓦塞特队。 新华社发

北京冬奥会筹办引领中国冰雪产业快速发展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折射三大信号

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北京冬
奥会的筹办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歇，各项筹
办工作顺利推进。通向冬奥之城崇礼的
高铁，让许多人前去领略这座长城脚下美
丽小城的巨变。崇礼 168 国际超级越野
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一个个精彩户
外赛事的举办，尽展冬奥赛区的夏秋之美
与勃勃生机。

宾客云集，彰显中国冰雪
产业的巨大吸引力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
下简称“服贸会”）9日落幕。疫情下举办
的这场盛会，吸引了全球冰雪运动强国和
冰雪产业巨头的关注和参展，展现了北京
冬奥会筹办几年间，带动中国冰雪产业快
速发展所展示的巨大吸引力。

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以下简
称“冬博会”）是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办单位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
主任高云超介绍，本届冬博会通过线上或
线下参与的国内外品牌达 500多个，其中
国际品牌占60%；主题论坛中，20余个冰雪
运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嘉宾参会
和演讲，国际参与度为50%以上。

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众多国际冬
季体育赛事停摆，冰雪产业受到严重冲
击，但随着中国有效控制疫情，世界冰雪
强国和产业巨头此时聚焦中国，极大地提
振了国内外冰雪行业的发展信心，助力中
国“冰雪经济”率先回暖。

在本届冬博会上，冰雪强国奥地利国
家展团准备充分，带来包括多贝玛亚的索
道研发及技术服务、AXESS智能出入控制
解决方案、SNOW51 城市一站式滑雪体
验、HEAD国际一线运动器械及配套服务
等最新产品。

多贝玛亚（中国）公司总经理李艳秋
说，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北京冬奥
会举办脚步的临近、全民掀起“上冰上雪”
热潮等利好因素，已让中国成为外商眼中
最热门的冰雪运动市场。

“本届冬博会成为‘新兴冰雪力量’展
示的舞台。”高云超说，主办单位除了为国
内外冰雪企业提供展示区域外，期间的主
题论坛、奖项评选活动进一步为中国冰雪
企业拓展国际冰雪产业渠道，引入世界前
端产品和服务链。另外，展会现场还举办
了冰雪创新创业争霸赛，邀请国内外大型
风投机构与优秀项目初创者近距离洽谈，
让新产品有机会快速落地。

高水准、多功能的冬奥场
馆群提升中国冰雪产业品质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
斯托弗·杜比在冬博会奥运城市发展论坛
进行视频发言时表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
和举办将留下宝贵的遗产，在未来20年甚
至更长时间为举办城市做贡献。

杜比认为，北京冬奥会除了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外，也会促进承办城市的
经济转型、旅游发展……举办冬奥会后，
人们会意识到，可以去延庆进行高山滑
雪，还可以去张家口进行越野滑雪。这些
冬奥场馆群所提供的高质量设施和服务，
会有长久的吸引力。

北京冬奥组委在此次服贸会期间举
办专题展，展示冬奥会筹办进展，展示其
对中国冰雪产业的巨大拉动作用。

举办奥运会和筹办冬奥会，北京崛
起一批世界顶级品质的双奥场馆群，为
体育竞技表演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
也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中心。“鸟巢”“水
立方”、五棵松等双奥场馆，已成为中国

体育产业的标杆，引领着冰雪产业的发
展。“鸟巢”承载着北京奥运会和冬奥会
的开闭幕式重任，是全球唯一拥有此殊
荣的体育场；“水立方”冬奥会期间将变
身“冰立方”；五棵松体育中心既是北京
篮球地标，更是一座能够举办冰球、花样
滑冰等高水平竞赛和表演的双栖场馆。
即将完工的国家速滑馆，将是世界一流
的速度滑冰竞赛场馆，还将是冰上运动
全民健身中心。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创造了许多奇
迹。百年首钢园区有冬奥会的竞赛场馆，
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也早就在此安营扎
寨。众多中国冬季运动国字号队伍在此
建起新基地。冬奥会后，这里将成为重量
级的文创基地和体育产业中心，成为举世
瞩目的工业遗址再造样板。

位于北京远郊的延庆，随着高铁和新
的高速公路相继开通，与市中心的交通半
径缩小。这里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
一，将举办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比赛，山
林掩映的场馆群，将是高水准的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冬奥会后，这里还将成为奥运
品质的山地运动胜地。

高铁只需一小时，就能从北京市区抵
达张家口市崇礼区，这里的冬奥建设正如
火如荼，“雪如意”等初展英姿，多项冬奥
测试赛将陆续举行。位于张家口赛区核
心区的冬奥小镇“崇礼太子城”，毗邻高铁
站，连接冬奥村、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以及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冬奥会后，这里将打造成国际级的以冰雪
和户外运动为特色的体育小镇。

攀升的冰雪运动人口蕴藏
着巨大的产业红利

9月 6日，记者随庞清、佟健两位花样

滑冰世界冠军来到成都市中心一座冰场
参加冰上公益训练课。课上，50余位喜爱
花样滑冰的青少年展示了扎实的基本功，
他们是从成都上千名常年学习花样滑冰
的青少年中挑选出来的。这座冰场日常
还开展青少年冰球训练和比赛，参与者也
不少。

庞清、佟健说，几年前曾来成都进行
过花样滑冰表演和训练交流，同那时相
比，现在的冰场条件、参与冰雪运动的孩
子数量等都有了飞跃。

成都的飞跃只是全国参与冰雪运动
人口大幅增长的一个缩影。

同一天，在北京举办的冬博会上，国
际数据集团亚洲总裁朱东方发布了中国
冰雪产业发展趋势报告。报告认为，虽然
今年雪季尚未开始，但崇礼几家大型雪场
度假酒店的雪季预订都非常好，我国东北
和西部地区的滑雪场情况也是如此。“新
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只是短期的波
折，长期来看中国大概率保持新兴滑雪市
场的增长态势。”

他认为，北京冬奥会筹办带来的滑
雪人口增长、滑雪场馆增长，将为中国
冰雪产业提供发展红利。他还特别提
及了以京张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建设
施的投入使用，使得国内滑雪目的地的
接近性越来越好，这也形成了一大利
好。此外，国内多数大型雪场还具有一
项独特优势——人工造雪。“在全球变
暖的趋势下，这种优势不依托于自然降
雪量的多寡而存在。”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正
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
随着交通、服务和科技的完善和进步，冰
雪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广阔。

（据新华社北京电）

江西全民健身网球邀请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由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省
网球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江西省全民健身网球邀请赛
9月12日在江西中昌红网运
动中心举行。

本次比赛设青年组男子

双打、常青组男子双打、混合
双打3个组别，共计82名运动
员参赛。经过一番紧张有序
的较量，熊文旦/钟可获得青年
组男双第一名，常青组男双冠
军为于钦民/吴志刚，混合双打
的桂冠由万明/谢泓摘得。

全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记者9月13日从省重竞技运
动管理中心获悉，2020年江
西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日前
在九江市体育中心比赛场馆
结束。

本次赛事吸引来自抚州、

赣州、吉安、景德镇、九江、南
昌、上饶、宜春、鹰潭9个设区
市代表队228名运动员参赛。
最终南昌市代表队以10优23
良3700分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名，团体总分第二、第三名分
别是上饶队和鹰潭队。

12名赣将全国田径锦标赛体能比武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9月10日记者从省田径游泳
运动管理中心获悉，2020年
全国田径锦标赛基础体能大
比武（江西赛区）活动日前在

省奥体中心田径场结束。
12名江西田径运动员参

加比武。最终吴宇昂、肖菊
秀、吴芳芳获得了69分、68分、
71分的较好成绩。

省青少年射击（飞碟）锦标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9 月 10 日记者从省体育局
青少年竞技体育处获悉，
2020 年江西省青少年射击
锦标赛（飞碟项目）日前在
鹰潭市铭辉射击基地落幕，

9个项目的冠军各有归属。
受疫情影响，此次赛事是

今年以来我省射击项目（专业
组）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最
终，南昌队摘得 8 枚金牌成
为最大赢家。

（上接第11版）
华崇英（女）江西省崇仁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院长助理
戴勇平 国家税务总局乐安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四级

高级主办
李建平 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科员
温晓霞（女）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户志强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教育体育局工会

主席、教研员
王小平 江西省南丰县人民医院院长
甘文华 抚州市黎川县潭溪乡党委书记
章小平（女）南城县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
吴泉辉 金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谢莹尔（女）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第二小学校长
何梦婕（女）中共抚州市东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
李银香（女）资溪县社会福利院院长
罗文忠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校长
江 燕（女）江西省抚州市东临新区灵谷峰景区管理中心主任
陈进龙 抚州市南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城南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
江小波 抚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周国才 江西省抚州市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
吴源辉 广昌县旴江镇党委书记
骆小云 国家税务总局抚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局长
喻华堂 江西省抚州市实验学校校长
殷贵珍 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龚坊镇殷坊村村民
林复生 江西省抚州高新区崇岗镇立新村村民
李活英（女）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仙基村怡司桥村小组村民
张晚克 金溪县张氏水稻科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熊 辉 宜黄县富民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东泽 南城县大拇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 鑫 广昌县惠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丁永安 江西野狼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玖明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桃源乡鹿甲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周春英（女）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大岚村党支部书记
石世传 抚州金叶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李方应 南丰县宇洋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职人
赵水根 南丰县南方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教练员

赣江新区

彭堂平 江西三木制造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张永祥 江西赣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

理部部长助理
许 馨（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分公司销售部主任
黄建平 江西赣江新区鸿发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银昌 江西省亚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管
党百远 江西杏林白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金富 赣江新区党群工作部一级主任科员
何文宏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桑海中学教师
王 琳（女）国家税务总局江西赣江新区税务局办公室主任
陈少明 永修燕山少明茶叶专业合作社制茶专业技师
丁文霞（女）江西兴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良武 共青城金牛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国资委

左振杰 宜春钽铌矿有限公司副工段长
罗观发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维保班班长
朱文宝 江西盐业集团晶昊盐化有限公司煅烧车间车间主任
唐 荣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铁厂党支部书记兼

车间主任
李 文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和药剂研

究所所长兼四分厂负责人
方 杨 江西省长天康养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部副经理
李喜龙 江粮集团新干购销有限公司大洋洲分公司防化员
陈永清 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生产管理

部经理

余铁根 江西省咨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熊旭晴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

省直

陈 茜（女）南昌海关动植物检疫处动植物检疫科科长

方 亮 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处二大队

大队长

吴青春 江西省赣江监狱八监区监区长

熊继海 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

李湘民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朱培林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森林药材与食品研究所所长

成静清（女）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水环境研究所所长

江东灿 江西省国家区域战略实施办公室苏区振兴发展处处长

衷文俊 中共江西省纪委江西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铁路

杨 波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疾病预防控制

所科长

王 丹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电务段副段长

何智萍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辆段工长

柴国彤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塘机务段代安全员

徐志斌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鹰潭供电段代副主任

杨 晖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调度所主任、党委副书记

徐利锋 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江铜

郭立功 江西省江铜耶兹铜箔有限公司高级研发员

蔡炳龙 江西金德铅业股份有限公司熔炼一车间党支部书

记兼车间主任

殷江华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武山铜矿采矿车间运矿工

段工段长

洪都

陈 超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飞机钣金工
许应虎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在昌高校

汤美丽（女）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专职辅导员
李荣同 东华理工大学教授
罗胜联 南昌航空大学校长
卢全国 南昌工程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洪一江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法院

李伟杰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龙广华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宣传处二级主任科员
涂鸿星 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王宅人民法庭庭长

检察院

韩学强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

梅汉波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钟致雅（女）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公示时间从 2020年 9月 14日起至 18日止。对以上推

荐人选有异议的，请于 2020年 9月 18日前，以电话、书面或

来访的形式，向江西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大

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反映。

举报电话：0791-88688838、88688939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湖滨南路58号

邮政编码：330077
江西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评选表彰大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