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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发布的赛后可持续发展报告。本报告全面汇
总了赛事筹办和举办全过程的可持续性工作成果，系统阐述北京冬奥组委及主办城市政府履行
可持续性申办承诺，落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政策》、实施《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的工作情况，包括由北京冬奥组委直接开展以及与主办城市
政府、利益相关方共同推进的相关工作，也包括因筹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主办城市加速城市
建设和经济发展、赛区周边居民生活改善的相关情况。

称谓说明
报告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统一
简称为“北京冬奥会”；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统一简称为“北京
冬奥组委”。

时间范围
自2015年12月15日北京冬奥组委成立至2022
年6月30日，北京冬奥会筹办期间成果已在
2022年1月13日发布的《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
展报告（赛前）》中披露，本报告只进行简
略说明，主要介绍2022年2月4日至3月14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成果。

编制依据
本报告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
的《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进行编制。

编制流程
为确保报告内容的完整、严谨、真实和可
信，参考GRI标准要求，本报告按照调研、
专家研讨、信息收集、报告撰写、信息复
核、专家审议、报告审验、领导层审定等步
骤编制。	

可持续·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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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时交通服务
用车节能与
清洁能源车辆
占比达到

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

2897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约45 %

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558名

运动员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约24%

首次制定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

《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

将成为国家标准

带动全国3.46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

第一届全过程落实

《奥林匹克2020议程》

可持续性要求的奥运会

第一次在

冬奥会冰上场馆使用

二氧化碳制冷剂

实现全过程

碳中和
的冬奥会

所有场馆100%

绿色电力供应

永久场馆赛后利用率

100%

100%

延庆区PM2.5相比
2013下降

张家口市PM2.5相比
2013年下降

北京市PM2.5相比
2013年下降

63%

赛区周边8.1万人走向新工作岗位

打造835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

2063所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59%34%

84.9%

所有场馆都获得

绿色建筑标识
北京是第一个既举办过冬奥会、
又举办过夏奥会的

“双奥之城”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典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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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类型 可持续性类型工作事项 单位 单位工作事项

可持续性
管理

垃圾产生/
处理

垃圾产生/
处理

工作
人员

温室气体
减排

赛区
居民

冰雪
产业

冰雪
运动

印发可持续性文件

召开可持续性专题研讨会

开展可持续性现场巡查

可持续性管理体系接受第三方机构审核

厨余垃圾堆肥处置率

生活垃圾可回收物

赛时固体废物产生量

赛时固体废物利用率

赛时工作人员数量

正式工作人员数量

正式工作人员女性占比

赛会志愿者人数

温室气体排放量

温室气体减排量

绿色电力使用量

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减排量

临时设施租赁比例

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占比

清洁能源车辆减排量

赛时京张高铁转运减排量

截至2022年2月底，参与碳普惠行动人数

公众参与碳普惠行动产生减排量约

征迁居民妥善安置比例

延庆赛区实现培训后就业

崇礼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

提供餐饮、旅游、滑雪等多领域的职业岗位，受益人数

2021年冰雪产业市场规模达到

截至2021年底，张家口市累计引进冰雪产业项目

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2021年10月，中国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达

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中国举办群众性赛事活动近

%

吨

人

人

%

万人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万千瓦时

吨二氧化碳当量

%

%

吨二氧化碳当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万人

吨二氧化碳当量

%

余人

余人

万人

亿元

项

亿人

场次

生态
保护

场馆

水资源

北京市PM2.5浓度为36微克/立方米，相比2013年下降

延庆区PM2.5浓度为22微克/立方米，相比2013下降

张家口市PM2.5浓度为20微克/立方米，相比2013年下降

延庆赛区建立保护小区

延庆赛区近地保护灌木

延庆赛区迁地保护乔木

延庆赛区恢复亚高山草甸

延庆赛区剥离并回用表土资源

延庆赛区生态修复

张家口赛区生态修复

北京2008年奥运会场馆遗产利用

获得《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获得《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证书

永久场馆赛后利用率

延庆赛区赛时造雪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

延庆赛区人工造雪面积

张家口赛区赛时造雪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

张家口赛区人工造雪面积

赛时污水处理量

个

场

次

次

吨

%

%

%

%	

个

株

株

平方米

立方米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个

个

个

个

%

万立方米

万平方米

万立方米

万平方米

万吨

相关数据

22

236

72

3

4878.1

100

63

34

59

9

11027

24272

3500

81848

216

45.4

6

7

6

3

100

89

76.2

190

170.5

39.7

相关数据

100

21.1

60510

1531

39

1.8

71.4

31.5

37388.4

1102.7

78.6

84.9

1686

128.1

270

19000

100

7000

30000

8.1

5788

109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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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评价

“北京2022冬奥会圆满落幕，全面落实了‘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四大办奥理念，将可持续性落实到北京冬奥会筹办、场馆设计改
造建设、举办全过程，实现冬奥会碳中和，首创使用高效节能、无消
耗臭氧层物质的二氧化碳作为冰上场馆制冷剂制冰，对夏奥会的场馆
进行创新性的节能改造，为后续大型体育场馆的升级改造提供了良好
实践，为今后落实奥运会可持续性要求提供了可参考和借鉴的‘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驻华代表  涂瑞和

“‘以人为本’是北京冬奥会的核心，从高水平场馆建设到冰雪运动
开展，处处体现人文关怀。特别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
下，北京冬奥会始终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为北京冬奥组委员工
和一线工作者提供良好的权益保障和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同时，北
京冬奥组委和举办地政府充分尊重赛区居民的意愿，采取协商、安
置、补偿、培训等措施，改善征迁居民的居住环境，增加就业机会，
保障了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	

——ISO 26000利益相关方全球网络(SGN)秘书长  陆心媛

“北京冬奥会积极开展低碳管理，探索建立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碳中和机制，
最大程度利用了北京2008年的奥运遗产，采取了低碳能源、低碳场馆、低碳交
通、低碳办公等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实现全过程碳中和的冬奥会，以实际行
动为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等方面提供样本。”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组织(UNFCCC)

“两次奥运筹备和举办期间，北京市为保障空气质量都夯实了科技支撑，采取
了众多有力的减排措施，这些科技成果和治理措施对北京的空气质量产生持续
的良性影响，让‘奥运蓝’逐步常态化，变成‘北京蓝’。这不仅为北京留下
了丰富的环境遗产，其经验也可供众多亚洲城市借鉴。北京冬奥会是实现碳中
和的冬奥会，我们相信北京冬奥的经验将激励和帮助更多大型赛事的举办城市
和亚洲的超大城市，向实现清洁空气和碳中和的目标坚定前行。”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菲律宾）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付璐博士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在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合理规
划，尽力降低场馆建设和运营对所在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
并有效实施生物多样性管理策略，实现了‘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的目标。”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主任  张琰

07利益相关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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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
会；2022年，北京举办了第24届冬季
奥运会。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
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

2022年2月4日-2022年2月20日，来
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2897名运动员
参加北京冬奥会。北京、延庆和张家
口3个赛区12座竞赛场馆，共举办了7
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比
赛。其中，7个新增小项为女子单人
雪车、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
合团体、跳台滑雪混合团体、短道速
滑混合团体接力。

2022年3月4日-2022年3月13日，来自
46个国家和地区的558名运动员参加
北京冬残奥会。共举办了6个大项和
78个小项的比赛，具体为残奥高山滑
雪（30个小项）、残奥冬季两项（18
个小项）、残奥越野滑雪（20个小
项）、残奥单板滑雪（8个小项）、残
奥冰球（1个小项）、轮椅冰壶（1个
小项）。

北京冬奥会概况

09北京冬奥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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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2020议程》提出：
“建议4：在奥运会的所有方面体现可持续性”
“建议5：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日常运作中体现可持续性”，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发布后第一届从筹办到

举办全过程践行可持续性的奥运会。

北京冬奥组委将可持续性作为重要理念融入北京冬奥会筹办和赛事举办全过程，开

创性地在管理、治理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可操作、可推广、可

借鉴的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北京模式”。

将“可持续性”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三个基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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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北京冬奥组委全面落实申办承诺，制定可持续性政策、战略和计划，采取多项可持续性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主要可持续性申办承诺进展详见附件1）

履行承诺，制定战略

北京获得第24届冬
奥会主办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北京冬奥组委获得ISO	
20121/ISO	14001认证证书

《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报告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

北京冬奥组委启动
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建立工作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2015.7.31 2020.5.15 2021.12.28

2022.1.132016.12.30 2019.11.6

2022.1.282017.7.27 2019.6.23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里程碑事件

冬残奥会可持续性政策》
发布

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
发布

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
方案》发布

指南》发布

报告（赛前）》发布

（赛前）》发布

2016年底，公开发布了《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可持续性政策》，明确了北
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总体
思路。				具体内容详见《北
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
（赛前）》1.3	可持续性政策

2018年，结合北京冬奥会筹
办工作实际以及主办城市北
京和张家口地区有关发展规

划，组织编制了《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
性战略》，初步确定了北京
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方向。

2 0 2 0 年 5 月，正式发布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可持续性计划》（以下
简称《可持续性计划》），
提出了“可持续·向未来”
的愿景和“创造奥运会和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典范”
的总体目标，从“环境正影
响”“区域新发展”“生活
更美好”三大重点领域，设
定了12项行动、37项任务和
119条措施，推进实现可持续
性目标。

引进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可持续性管理经验和方法（《奥运会可持续性指南》、

ISO 20121《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制定北京2022可持

续发展指南。

将可持续性目标融入所有项目管理团队和供应链，建立集监控、审查、保证和报

告为一体的北京2022可持续标准体系。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框架

愿          景

目         标

重点领域

主要行动

  

可持续 · 向未来

创造奥运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
的新典范 

环境 正影响 生活更美好区域新发展

场馆建设坚持生态优先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低碳冬奥应对气候变化

可持续性要求纳入采购

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推动重点产业发展

树立城市更新范例

促进人的发展

推广奥林匹克精神

引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培育良好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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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组委加强对可持续性工作的组织管
理。2017年成立了“可持续性工作领导小
组”，由北京冬奥组委领导任组长，各部（中
心）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负责可持续性工
作文件印发、报告发布等重大事项的审议。

在总体策划部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处，专门负责
可持续性各项工作的总体策划、组织协调、推
进实施等；各部门设立兼职的可持续性管理体
系内审员，负责推进各业务领域可持续性措施
的落实。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规划建设部，会同
北京市、河北省和张家口市政府主管部门，场

多方参与，督办落实

馆业主单位等重要利益相关方共同组建场馆可
持续性管理团队，在场馆规划、建设、赛时运
行和赛后利用过程中推进可持续性要求的全面
落实。

北京冬奥组委邀请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
国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的26位资深专家组成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
员会，为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提供战略建
议、协助研究重大问题，并参与可持续性工作
监督等，积极为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建言
献策，推进相关方从“被动服从”转变为“主
动创新”。

北京冬奥组委创新融合ISO	 20121：2012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
南》、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
及使用指南》、ISO	26000：2010《社会责任
指南》三个标准，建立了融合顶层设计、制
定规则、多元参与、监督改进可持续性管理
机制的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将可持续性要求
融入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的所有方面和日常
运作，对所有场馆、所有业务领域的可持续
性工作进行了有效管理。

为推进场馆可持续性、低碳管理、可持续采
购等工作的有效落实，北京冬奥组委研究发
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和
基础设施可持续性指南》《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北京

建立体系，制定标准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采购指南》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落实〈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的工作方
案》等22个工作文件，形成北京冬奥会完善
的可持续性管理规则体系。

2019年11月6日，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性管理体
系通过第三方认证，获得第三方机构颁发的ISO	
20121（GB/T31598）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和ISO	14001（GB/T24001）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2020年10月、2021年7月分
别通过了第三方认证机构的第一次、第二次
监督审核，ISO	26000社会责任绩效评估表现
水平为五星级。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全过程
可持续性管理体系持续符合并有效。

北京冬奥组委与能源基金会战略合作框架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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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制作《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可持续性与遗产赛时宣传手册》、可
持续性宣传视频、可持续性和遗产展板等
宣传材料，成为赛时媒体报道的重要参考
内容。其中，可持续性宣传视频20个（其
中10个中文、10个英文），主要内容涉及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微电影、绿色电力、
二氧化碳制冰、植物保护、动物保护、表
土剥离、京张构建绿色生态屏障、低碳
交通、首钢——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
标、零碳之约等。

赛事期间，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
国际残奥委会合作举办了观察员项目的55
项学习活动，向来自巴黎、米兰-科尔蒂
纳丹佩佐等未来奥组委的134名、804人次
观察员传授办赛可持续性经验。北京冬奥
组委23个部门和场馆运行团队、40个业务
领域的60余名业务骨干代表分享了筹办知
识、经验和成果，涵盖场馆运行、竞赛组
织、交通运行、可持续、无障碍、电力保
障、物流运行、形象景观等赛事运行核心
领域，涉及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的所有竞赛场馆和主媒体中心、主物流中
心、交通场站等非竞赛场馆和设施。

北京冬奥会绿色和可持续性典型案例分享会

2022年6月11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在北京联合国大楼举办了北京冬奥会
绿色和可持续性良好实践和典型案例分享会，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发展处负责人、赛
区和场馆设计师等代表，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成员围绕可持续性管理、生态环
境保护、碳中和三个专题，分享了北京冬奥会筹办和举办中的“可持续性”故事，国

北京冬奥组委通过设立官方网站、官方微信
公众号、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小程序，新闻
媒体采访、新闻发布会、研讨会、论坛等渠
道，向各利益相关方传达可持续性方面的政
策、计划、措施、进展和成果等信息，并通
过官方网站上的联系方式以及政府部门渠道
收集听取公众意见，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
通；通过专业期刊刊登专题文章、开设课堂
及专题讲座等方式，向社会公众、研究机构
和大中小学生等，介绍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
管理经验和亮点实践，向公众普及可持续性
理念和知识，提高社会各届对可持续性理念
的认识。

具体措施详见《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
告（赛前）》1.8	利益相关方沟通和参与、
附表1	利益相关方沟通和参与方式

宣传沟通，创造影响

2021年6月5日，共青团中央、北京冬奥组
委新闻宣传部、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以及
中华环保联合会共同开展“绿动冬奥”青
少年公益活动，以共青团中央、北京冬奥
组委联合印发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青少年行动计划》为依托，陆续开
展“绿色北京”青少年行动、“助力冬奥	
共享蓝天”行动、“相聚云端	共享蓝天”
行动、“绿色办奥有你有我”系列宣讲、
“低碳冬奥	低碳校园”环保实践5个具体
行动，并携手青少年在北京周边种植“冬
奥林”。

北京冬奥组委重视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场馆
建设过程中，北京冬奥组委积极与赛区当地社
区团体和代表共同沟通，如延庆赛区邀请延庆
西大庄科村的村委会及居民参与场馆建设监督
工作，就建设进度、赛区环境保护等重点关注
问题进行沟通；同时，不断与社会公益组织沟
通可持续性保护措施。2017年，与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共同研究延庆赛区生态保护
方案；2019年，与自然之友（中国民间环境
保护团体）讨论赛区固体废物管理模式；2020
年，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商议低碳冬奥小程序宣

传方案；2021年，与能源基金会在低碳冬奥小
程序开发与应用、打造可持续性遗产、助力北
京冬奥会可持续性传播三个方面开展合作，形
成了更广范围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

北京冬奥组委通过可持续性承诺调度会、可持
续性场馆协调会、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审核会
（内审、管理评审及第三方认证审核和监督审
核）等，动态了解各项可持续性工作进展情
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和风险分析，提出
解决或改进方案并推进落实。

内权威专家分别对分享
内容进行了点评。累计
368人通过线上参加，联
合国官方公众号及十余
家主流媒体关注报道，
有效宣传了北京冬奥会
可持续性成果。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后）18 19可持续性管理

制定赛时工作事项。	北京冬奥组委赛前制定了北京冬奥会赛时5项可持续性政策和5项可持续性程
序（见下表），涵盖了赛时赛区场馆的可持续性管理、可持续性措施落实、可持续性监督以及信
息收集、风险防范和宣传等。建立了北京冬奥会赛时可持续性工作管理规则。

赛前可持续性准备工作

制定赛时《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业务领域赛时工作手册》，明确赛时场馆可持
续性工作事项、工作要求和开展方式，主要包括：开展可持续性合规巡查，督促核查可持续性措
施的落实情况，发现并处理可持续性相关风险问题，及时提出修改完善建议，并记录合规巡查信
息；收集汇总碳排放基础数据、可持续性措施等信息，为赛后可持续发展报告积累相关素材和资
料；组织可持续性宣传展示工作，配合处置环境突发事件，配合应对可持续性舆情事件、审核采
购项目可持续性相关事项等工作。

类别 政策/程序名称 文件概述

可持续性
政策

可持续性
程序

可持续性合规监控程序

可持续性相关信息收集程序

可持续性事件处理程序

可持续性舆情危机应对程序

采购项目可持续相关事项审核程序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大气污染控制政策

水资源管理与水环境保护政策

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政策

资源节约与固体废物管理政策

对赛事期间相关业务领域开展工作提出保护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防控大气污染、高
效利用水资源、减少塑料用品、节约资源使
用及废物利用等环境管理要求，强化环境责
任意识，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明确赛事期间可持续业务领域在场馆及周边
开展合规巡查、进行信息收集，处置可持续
性事件、应对舆情及开展可持续采购等工作
内容、流程及责任主体等	

表  北京冬奥会场馆可持续性政策和程序清单

组织可持续性培训。北京冬奥组委编制了可持续性培训材料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专业（岗位）培训
教材》，介绍可持续性相关知识、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要求及
政策和程序，提升赛时工作人员对可持续性理念的认知，以提
高工作人员的可持续性工作水平。

可持续性培训不仅覆盖场馆可持续运行团队、场馆运行团队的
工作人员，而且结合不同业务领域工作特点开展了针对性的可
持续性工作培训，北京冬奥会开赛前，各场馆团队中工作人
员、志愿者、合同商等超过3000人次接受了可持续性培训。

制定赛时场馆可持续运行团队工作表格，将信息填报表格下发至各相关业务领域，对数据的范围
和使用进行说明，并协调相关部门、相关业务领域配合支持信息填报。信息收集内容主要包括：
空气质量监测结果				（详见2.6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污染物排放及相关设备运行情况			（详见2.5	
固体废物管理）、能源消耗信息				（详见3.2	碳减排措施）、水资源消耗信息			（详见2.4	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其他测算碳排放量相关信息			（详见3.1	创新低碳管理模式）等。

时间 场馆/赛区 培训内容

2021年3月24日

2021年8月20日

2021年9月24日

2021年9月28日

2021年11月14日

2021年12月23日

各场馆

延庆场馆群

各场馆

各场馆

云顶场馆群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

测试活动场馆可持续运行团队业务

运行团队可持续性工作

赛时场馆可持续运行团队业务

反兴奋剂团队可持续性工作

运行团队可持续性工作

运行团队可持续性工作

1.2
赛时可持续性管理
北京冬奥会赛事运行期间，在主要场馆和场馆群（涵盖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全部竞赛场馆、全
部训练场馆、全部冬奥村/冬残奥村、全部颁奖广场、主媒体中心、山地媒体中心、山地转播中
心、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设置了场馆可持续工作团队，共38人（其中7人为北京或河北高
校的志愿者），包括场馆/场馆群可持续经理、场馆/场馆群可持续副经理、场馆/场馆群可持续
主管、场馆可持续助理等岗位，直接受场馆运行秘书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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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可持续性巡查。	北京冬奥组委在赛前组织对部分典型场馆开展现场巡查，检查重点部位可
持续性措施落实情况以及风险隐患。

各场馆可持续团队提前制定了巡查线路、巡
查方式和巡查内容，并与场馆相关业务领域
逐一对接，确定赛时可持续性巡查内容、监
测内容、项目及频次。对因闭环管理可持续
人员不能到达的地点，请相关业务领域采用
拍照或视频方式记录相关数据、措施落实情
况等，并明确拍摄的具体位置及内容。此
外，国际奥委会组织专家对重点场馆进行实
地巡查。

国家速滑馆垃圾分拣区 国家速滑馆能源管控中心

2022 年 2 月 1 日，国际奥委会专家在国家游泳中
心现场考察可持续措施落实成果

时间 场馆/赛区 巡查内容

2021年11月25日

2022年1月19日

2022年1月18日

北京冬奥村

国家速滑馆、首体场馆群

延庆赛区

赛前厨房油烟净化、餐厅餐具使用及垃圾分类、室
内空气质量、医疗站等可持续工作落实情况

赛前二氧化碳制冷系统运行、能源管控中心运行、
可持续性与遗产宣传展板布设、固体废物分类分
拣、临时设施标准化等可持续性工作落实情况

专项督办赛区污水处理设施事宜，协调解决出水回
用和排放问题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期间，场馆运行过程中可持续性措施由各相关的业务领域负责落实，
场馆可持续团队重点对各场馆运行过程中可持续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记录相关信息，
编制可持续业务领域简报，向所在场馆运行中心和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可持续发展处交流沟通工作
进展等。

赛时场馆可持续性

开展可持续性巡查及改进	

场馆可持续性团队每日开展可持续性合规巡
查，按照统一制定的检查项目，检查场馆内动
植物保护、水资源、大气环境、固体废物、资
源和能源使用、禁限一次性塑料制品、人员培
训和保障等方面的合规情况，拍摄照片或影像
材料、收集相关材料或数据，并对发现的问题
反馈至主责业务领域改进，确保场馆运行可持
续性要求和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2022年2月4日-3月16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赛事期间，场馆可持续性合规巡查可持续
性措施合规率超过98%，整改后合规率达到

定期召开调度会议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可持续发展处以视频
会的形式，赛事期间每2天召开一次场馆可持
续性例会，组织交流场馆可持续性工作开展情
况，了解各场馆工作进展，解决可持续性巡查

100%。对在巡查中发现的垃圾分类和清运、
塑料制品使用、污水处理设备运行等方面问
题，可持续团队工作人员会同相应业务领域
人员，全部及时处理。如第三方团队的相关工
作人员对于垃圾分类政策和程序不熟悉，导致
操作不规范，可持续团队工作人员在巡查发现
后，及时开展相应培训，进行专门辅导，并加
强后续监督，确保赛时产生所有垃圾按照分类
严格规范管理。

赛事期间，场馆可持续性工作进展顺利，未发
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动植物破坏事件。

发现的问题，就重点可持续性问题协调相关业
务领域共同解决，并协调场馆可持续性考察、
可持续性宣传报道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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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可持续性宣传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场馆及周边都摆放了可持续性与遗产宣传展板，并在赛事间歇利用
体育展示屏幕播放绿色电力、动物保护等系列可持续性宣传片，向观众等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可持续性理念和成果；召开可持续性专题新闻发布会，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向媒体及公众系
统介绍可持续性工作成果。赛事期间，北京冬奥组委共接受8次境外媒体采访，积极接受媒体采
访、宣传可持续性工作成果成效，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英国《自然》杂志和路透社、法国
《世界报》、日本《朝日新闻》、德国《明镜周刊》、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媒体对北京冬奥会可
持续性成果表现进行了报道。

2022 年 2 月 7 日，古杨树场馆群在山地新闻中心
召开可持续性媒体发布会

2022 年 2 月 9日，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举行赛时第五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可持续性工作 英国《自然》杂志对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成果进行
报道

2022 年 2	月 11	日与国际奥委会一起召开北京冬奥
会可持续性成果国际交流

2022/8/18 17:11 China’s Winter Olympics are carbon-neutral — how?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0321-1 1/6

NEWS 04 February 2022

China’s Winter Olympics are carbon-
neutral — how?
Researchers commend Beijing for mitigating a wide range of emissions, but say

that future games should wean themselves off carbon offsets.

Smriti Mallapaty

A freestyle skier completes a practice run ahead of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Credit: Catherine Ivill/Getty

The Winter Olympics begin today in Beijing, a spectacle that will see 3,000 athletes

compete in 109 events, from curling to speed skating. The event also claims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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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北京冬奥会在赛区坚持多元蓄水、科技节水、污水处理，既满足赛时造雪用水的

需求，又未对区域水体造成负面影响。

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
业化，推动创新
北京冬奥组委与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与基础设

施可持续性指南》，通过全面建设绿色场馆，确保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

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通过在京张两地协同治沙、治气、治水，实现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城市绿地面

积的大幅提升、水环境质量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持续改善。

目标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用等方式，加强废物管理，大幅减少废物的产生，

落实节俭办赛要求，并针对现有资源制定赛后利用计划，展示了可持续理念。

目标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
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通过对赛区动物植物采取系统性保护措施，全面实施生态修复，降低对赛区植物

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影响。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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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在2018年底开工建设前，均编制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全部获得相应政
府部门的环境影响审批或备案。延庆和张家口赛区分别编制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分
别获得了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			（具体措施详见《北京冬奥
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2	为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

2.1 
利用现有场馆和设施
北京冬奥会对6个北京2008年奥运会场馆（包括3个残奥会场馆），即国家游泳中心、首都体育
馆、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场、五棵松体育中心、首体花样滑冰训练馆，进行改造升级，国家
速滑馆则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临时场馆和保留场地进行建设，让老场馆既能满足冬奥会办
赛需求，又能成为多业态发展的综合体育设施，实现了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其中，国家游
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获得《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二星级设计标识，国家
速滑馆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三星级设计标识。

场馆名称
场馆功能

北京2008年奥运会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国家速滑馆

国家体育馆

国家体育场

国家游泳中心

首都体育馆

五棵松体育中心

举办速度滑冰比赛

举办冰球和残奥冰球比赛

举办开闭幕式

举办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

举办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

举办冰球比赛

举办射箭、曲棍球以及7人制和
5人制盲人足球比赛

举办体操、蹦床、手球和轮椅
篮球比赛

举办开闭幕式、田径比赛及足球
比赛决赛

举办游泳、跳水和花样游泳比赛

举办排球比赛

举办篮球比赛

北京冬奥会场馆规划、设计、运营和赛后利用全过程，落实生态保护优先原则。 充分利用奥林匹克公园、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等北京2008遗产，尽可能使

用已有场馆。

国家体育场再次举办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国家体育馆从体操场馆转变为冰球场馆			来源：Olympic	Information	Service	（摄影：Joe	T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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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游泳中心场馆改造按照“水冰转换，双轮驱动”策略，在原泳池上方架设钢结构
支架，在钢结构支架上铺上混凝土面板并铺保温材料，在保温层上面铺上防水层，再
在防水层上制冰，实现泳池到冰场功能的快速转换，所有钢结构、混凝土面板都是组
装件，可以随时进行安装，10-20天时间实现水冰转换。

“我希望每一座奥运场馆都能够这样，我也很高兴看到场馆和所有
设施都能够被多次利用，发挥它的最大价值。”

——美国冰壶运动员  维基·波辛格

五棵松体育中心

五棵松体育中心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建设时就设置了冰面制冷系统，通过在冰面铺隔
温层，再在隔温层上铺设篮球比赛用的地板，即可实现从冰场到篮球场6小时快速转
换。五棵松体育中心在改造中还创造性地利用“冰坝”技术，将原有尺寸为30米×60
米的冰场改为适应北京冬奥会要求的26米×60米冰场。改造完成后的五棵松体育中心
可以在冰坝大小上按需切换，场馆将拥有30×60米和26×60米两种尺寸的可转换冰
场，同时还成为能承办冰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三项赛事的通用型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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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体育馆

首都体育馆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馆，已运行50多年，曾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排
球比赛场馆，赛后成为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演出等多功能场地，2022年举办
了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从夏奥会排球场馆转变成冬奥会短道
速滑和花样滑冰场地，赛场转换快，冰面效果好。首都体育馆在改造中保留了建筑原
有的历史风貌，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可快速改变场地冰面温度，使得在同一个场馆、同
一块冰面上举办两项赛事成为可能，并为赛后推广普及大众冰上运动做好准备。

“场馆真的很漂亮，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很愉快地完成了训练。而且
冰面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

——日本花滑运动员  羽生结弦

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雪道经改造，举办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项目的比赛

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在北京冬奥会赛时使用的6条赛道中，有4条是在原有雪道基础上改造
而成，2条训练雪道及场地连接雪道也是在原有雪道基础上建设；赛后将恢复大众滑雪和旅游度
假功能，保留下来的赛道具备继续举办世界级赛事的能力。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后）32 保护生态环境 33

2.2
更多使用临时设施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期间，平台、篷
房、打包箱式房、集装箱房、隔断、围栏、
卫生间、岗亭以及地下管线、地下管井等都使
用临时设施，承载了转播、摄影、医疗保障、
防疫、景观、电力、餐饮、安保、交通等30
余个赛事业务领域的使用需求。临时设施优

北京冬奥会临时设施均遵循《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临时场馆与基础设施可持
续性指南》及实施细则的要求，在确保临时
设施科学、合理、安全的满足赛时需要的情
况下，要求临时设施的设计、制作与安装、

先采用租赁方式，优先使用标准化构件，优
先使用预装配、便于灵活组合、安装拆除的
模块化构件，最大化减少废物产生，最大限
度实现回收和利用。在同等条件下，选择可
持续性要求符合程度高的供应商，优先选用
有库存产品的供应商，减少新产品的生产。

运行、拆除与回收、赛后恢复等全过程，严
格执行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推
进落实一系列绿色、节约、创新的可持续性
措施，部分临时设施赛后可以继续利用。

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速滑馆等场馆室外的硬化空地或现有建筑内的空闲区域建
设临时设施

规划设计阶段：优先使用租赁的产品或部件，最大化减少购买新的产品和材料。临时设施的规
划选址均考虑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其赛后利用计划及临时占地生态恢复计划，最大限度地做
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符合无障碍设计原则，同时利于拆除回收及重复使用。

奥林匹克公共区新建围栏的范围调整对比（左图为调整前，右图为调整后）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场馆群冬奥会临时安保围栏设计充分利用原有围栏

北京赛区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包括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主媒体
中心、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大家庭酒店和残奥大家庭等多个场馆，需要设置一个大
的临时安保围栏。经现场多次踏勘，结合原有护栏安保情况，遵循“不占路、不扰
民、节俭办赛”的原则，原设计搭设6.2km周界安保围栏，方案优化调整后充分利用
4.5km现状周界围栏，仅新建搭设安保围栏1.7km，减少资源占用，降低办赛成本和
社会影响。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后）34 保护生态环境 35

赛后恢复阶段：拆除完毕后对场地遗留的钻
孔、洞、钉眼进行回填和表面修复，以不改
变原有植被类型为原则开展赛后生态恢复，
确保恢复永久建筑及场地内被破坏的绿地原
貌。截至2022年6月底，临时设施拆除恢复工
作已全部完成。

临时设施拆除后投入社会再次使用。如打包
箱房消杀修整后作为防疫仓库、方舱医院等
设施；篷房拆解后运到上海、杭州等地继续
服务于各种大型活动，少部分在北京用于日
常活动使用；集装箱也通过租赁市场租赁的
形式全部进行循环利用。

国家体育场临时设施赛后拆除恢复

国家体育场207-208区域原为看台座椅，座椅与地面采用膨胀螺栓连接，在赛事运行
阶段调整为评论员席。评论员席施工前，拆除看台座椅，并将原螺栓进行取出，对原
有破损膨胀螺栓进行角磨机切割处理。赛事结束后恢复原状座椅，先拆除看台评论员
席，为确保看台座椅与地面连接稳固，对原螺栓孔洞采用高强度无收缩灌浆料进行填
补，安装座椅时重新打孔安装膨胀螺栓并与座椅固定。

恢复国家体育场看台座椅原状

打包箱式房箱体在工厂预制完成，运抵场馆现场后直接落地安装或拼装。箱房采用模块化设
计，产品空间可以单体、联通灵活组合，实现单层或多层大空间。

室内临时隔断的钢结构为轻钢龙骨隔墙，每3米设置一个镀锌方钢组合单元，组合单元及拉结
件两端均采用螺栓连接，组合单元内采用插接方式连接，底部设置5毫米橡胶垫，避免传统的
地面打孔固定造成的原地面破坏，施工便捷，且拆除不留痕。

制作与安装阶段：安装过程中优先采用对室内室外地面破坏性小的安装方式，节省资源能源，
减少污染物排放，及时、依规处理废物等。如：

赛时运行阶段：临时设施产生的
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清理等工
作与场馆永久设施的统一管理。

拆 除 与 回 收 阶 段 ：按照最小破
坏、原状恢复原则进行拆除。拆
除时对拆除部件进行保护，减少
构件的损坏，提高部件的周转使
用率。拆除的构件和材料分类堆
放并包装，并且按照最终不同去
向，分别对构件和材料等进行分
离、摆放和运输；拆除完毕后清
除所有废弃垃圾。

国家速滑馆的打包箱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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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使用前补偿，施工前补偿”的原则，对户外场馆和周边区域实施生态恢复

项目。制定和实施强制性的奥林匹克生态补偿计划，全面推行“无痕山林”的理

念，在场馆邻近区域开展生态修复项目，实行先补偿后占用、先补偿后建设，而

且尽可能不砍伐树木，而是移栽或原址保护。

项目建设过程中尽量控制影响野生动物生存与发展的不利因素，尽可能减少对动

物栖息地的破坏。

2.3
保护赛区生态环境
北京冬奥会为减少赛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采取植物就地保护、移植保护、人工鸟巢建设
和临时动物通道建设等措施，以减少冬奥会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守护赛区的青山绿水，实
现了“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目标。

赛区生态修复

北京冬奥会在2014年对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生态环境本底调查结果基础上	，按照规划避让、
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护等原则，针对赛区当地自然环境，创新实施多项生态修复措
施，推进赛区的生态修复工作，让赛区场馆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于
2021年10月底全部完成生态修复工作。		（详见《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2.1.4	
延庆赛区植物保护）

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实施亚高山草甸剥离、
表土剥离、边坡生态修复、雪道植被恢复
及养护四种措施，修复因地质灾害、临时
占地、道路施工等造成的边坡裸露现象，
根据不同高程、不同坡度、不同坡向、不
同土壤基层条件，因地制宜，采用喷播植
草、格构梁边坡加固等手段，优选栽植本
地植物实施生态修复。累计完成生态修复
面积216万平米。生态修复全部使用油松、

五角枫、暴马丁香、核桃楸、高羊茅等乡
土树种，降低生物入侵风险。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赛道草本植物覆盖率达95%以上，
具备了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赛后的融雪
水以及天然降水对表土不构成冲刷流失威
胁。此外，延庆赛区根据自身地貌特征，
通过草甸剥离、回覆、养护等措施，综合
施测，修复亚高山草甸3500平米。

延庆赛区雪道生态系统修复成效	 延庆赛区边坡生态修复成效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绿色雪道

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在雪道建设过程中将地面原有林木、灌丛、草本地被、表
土层清除，实施雪道土石方平整后，进行雪道及边坡草种地被修复。面对巨大的海拔
落差，项目团队研究坡度与海拔特征，分区制定草种复绿方案，形成3大海拔区间5大
分区坡向植被群落的设计方案。随施工随修复的伴随式设计有效针对亚高山草甸区域
雪道坡面草甸修复的方案作出灵活调整。结合自然气候雨雪时空分布特点，抓住赛季
人工造雪覆盖及融雪时机，利用栽植季后天然的雨雪，解决了草种初期生长所需大量
水资源的问题，同时大大减少了高海拔人工养护的高成本投入。

张家口赛区宜林荒山绿化

张家口赛区根据植物生长特点，循序渐进实施生态修复，恢复场地植物。统筹赛区绿地景观
规划，在奥运核心区、冬奥生态风景道、停车场等地及核心区重要道路两侧，共铺草皮7.22
万平方米，栽种灌木325.6万株，播种草籽22.9万平方米。修复面积达到45.4万平方米。云顶
滑雪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就注意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减少对周边生态系统的扰动。赛道及周
边区域根据现场不同土质、坡度，采用不同的植被修复方式进行生态恢复。草种树种优先选
用适宜本地生长，抗旱、耐贫瘠、耐寒的乡土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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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保护

北京冬奥会为了保护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
及周边分布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
以及鸟类和中小型哺乳动物，场馆建设过程
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延庆赛区和周边布设超过200台红外触发相
机，监测动物分布范围、活动轨迹、种群数
量等信息（监测结果详见下图）。根据监测
结果分析，2017年冬奥工程施工启动年，施
工人员和车辆对赛区及周边野生动物造成一
定影响，但场馆建设施工过程中斑羚等重点

数据说明：红外相机布设于林内，高度约80厘米，主要用于拍摄林下活动的兽类，当鸟类在林下地表活动
时，也会被相机捕获。松山区域鸟类约126种，虽然林下拍摄种类只有10余种，但通过数量变
化也可以反映生态变化情况。

保护动物持续生存在赛区周边，没有外迁；
随着施工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干扰减少，从
2018年开始野生动物数量逐渐恢复并持续增
长，斑羚等的活动节律逐渐恢复到开工前状
态。赛事期间，监测发现豹猫、斑羚等动物
个体在赛区周边活动。

		 	（具体措施详见《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
告（赛前）》2.1.3	延庆赛区野生动物保护）

延庆赛区及周边野生动物监测数据（单位：种类）

鸟类
兽类

13
11

2016

13
11

2022.1-6

6

10

2018

12
10

2019

16

10

2020

18

11

20212017

8

4

豹猫出现在冬奥赛场

“我们在1月21日进入闭环，之后不到两周时间，豹猫就在赛区出现了两次。”北京
冬奥会高山滑雪技术官员罗述金说。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第一次出现是1
月31日下午两点，高山滑雪竞速项目终点区正在组织排练颁奖仪式。第二次出现是在
2月3日中午，一位赛事记者在工作雪道边的树林里拍到了一只豹猫。延庆赛区场馆建
设期间，赛区周围安装的红外相机也曾捕捉到过豹猫的身影。

2021 年 2 月，一只虎虎生威的豹猫走过红外相机镜头，对面的冬奥会高山滑雪赛道清晰可见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后）40 保护生态环境 41

设计进水水质

设计出水水质

赛时平均出水水质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A排放标准

在场馆设计、建设、运行及赛后利用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节水和水资源回收利

用的要求。

2.4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延庆和张家口两地气象条件完全符合国际奥委会对雪上项目的比赛要求。近十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比赛时间，延庆平均积雪深度20厘米，最大积雪深度65厘米；张家口平均积雪深度21
厘米，最大为49厘米。张家口和延庆两个赛区的降雪量都很大，2021-2022年雪季（2021年11
月-2022年3月），延庆赛区降雪量达到55毫米，张家口赛区降雪量达到69.3毫米。此外，从世
界上雪上项目举办情况看，要满足雪上项目比赛标准，大都必须采取人工造雪的措施。

延庆和张家口赛区坚持多元蓄水、循环用水、科技节水，既满足冬奥会造雪用水的需求，又不
对区域的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延庆赛区赛时造雪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合计为89万立
方米，占当地水资源量的4‰；张家口赛区赛时造雪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合计为190万立方米，
占崇礼区水资源量的2.4%。

科技节水

污水处理

延庆和张家口两个赛区的雪上场馆均采用了
高效的节水智能化造雪系统和造雪装备，根
据外界环境变化，动态保持最佳的造雪效
率。北京冬奥会根据赛事对雪质、雪道速度
和硬度的要求，通过气象站监测及远传系
统，在温度、湿度、风力、风向等指标最适
宜的条件下启动造雪机，并根据外界环境动
态保持最佳的造雪效率，造雪每立方米可节
水20%左右。

北京冬奥会冰上场馆和冬奥村的污水收集后均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雪上场馆都建设了污
水处理设施，达标处理后的再生水用于道路浇
洒、绿化、厕所冲洗等循环用水，大大提高了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赛事期间，三个赛区共产
生污水39.7万吨，全部经污水处理后排放；雪
上场馆内安装的临时卫生间采用先进的生物降
解技术，无需水冲即可完成废污处理。

张家口赛区场馆核心区的生活污水全部汇入张
家口崇礼区城区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后，

水质指标 CODCr BOD5 SS 氨氮 总磷

400~500

20

10.2

20

200~250

4

/

4

200~250

5

1.0

5

25~50

1.0(1.5)1

0.3

1.0(1.5)1

6~8

0.2

0.04

0.2

表  延庆赛区污水处理站进出水水质情况（2022.1.23-3.16）（单位：mg/L）

注1：12月1日-3月31日执行括号内的排放限值

多元蓄水
延庆赛区雪上场馆建设了3个塘坝蓄水池，通
过赛区内的沟道最大限度地汇流收集储存天然
降水、地表径流、融雪水等，总计可蓄水约18
万立方米，并安装泵站和引水管线，将收集到
的地表水沿山势逐级送至造雪机，为雪道建
设和绿化养护提供用水保障，形成了赛区用
水的内循环，最大限度节约保护水资源。

张家口赛区场馆群建成了11个露天蓄水池
（含小景观湖）、雪融水地下收集池，总蓄
水量达到53万立方米，为赛时造雪提供了
用水保障。创新建设“海绵赛区”，按照
“渗、滞、蓄、净、用、排”的原则，通过
人行道透水铺装、赛道旁设置植草沟、设置
蓄水池等措施，多途径收集和利用雨水和融
雪水，赛区污水做到全收集、全处理、再利
用，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张家口奥运村所有的卫生间、淋浴间都安装节
水洁具、延时开关等，用水器具达到国际先
进节水水平。崇礼赛区各类建筑的节水型生活
用水器具普及率达100%，奥运绿化项目均采
用微喷、滴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方式，能够根
据植物的实际需求定量给水，在节约用水的同
时，避免植物“过渴”或“过涝”。

回用于环卫、园林用水。延庆赛区的污水处理
站，采用A2O+MBR处理工艺，设计日处理能力
为2500吨/日，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
村/延庆冬残奥村、西大庄科村排放的污水全
部汇入该处理设施进行集中处理后回用。赛事
期间，该污水处理设施实际日均污水处理量为
322吨/日，每日处理出水水质均符合《水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A排放
限值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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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垃圾都将被回收和再利用，餐厨垃圾用于堆肥，场馆污水

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和回用。

2.5
固体废物管理
北京冬奥组委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与基础设施可持续性指南》中，对不同
阶段垃圾处理均提出了明确要求，场馆业主单位、场馆施工单位、场馆运行团队等分别负责落
实。北京冬奥会场馆运行团队制定形成清废管理工作的一图一表，人员工作点位、固体废物收
集流线，以及联系方式、对接机制、应急程序都清晰地反映在这一图一表中。

制定印发《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场馆清洁与废弃物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确保在赛时各业务领域和相关部门，能够
有序配合清废业务领域开展清废工作。
开展垃圾分类培训，营造宣传引导氛围。
赛前联合市区两级城市管理部门组织开展
“垃圾分类千人大课堂，一起走进冬奥延
庆赛区”培训活动，营造有利于开展垃圾
分类工作的良好氛围。
加强垃圾分类管理，落实赛区垃圾减量。
2020年1月6日起，为高山滑雪测试赛场馆
运行团队工作人员共配置130余个由废弃饮
料瓶制备的可多次使用的便携式环保袋，
在一定程度上既节省了垃圾桶配置，又减

少了垃圾人工收集工作量，携带环保袋的
工作人员在场馆内成为垃圾分类的代言
人，起到宣传示范作用。
倡导光盘行动，场馆厨余垃圾回收再利
用。实行垃圾分类，厉行节约，减少餐饮
浪费，落实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环保理念，
建立厨余垃圾追踪分析机制和做好回收再
利用。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落实节俭办赛要求。
北京世园会的382个垃圾桶在北京冬奥会
实现再利用，这些资源也同时制定了赛
后利用计划，节约办赛成本，展示可持
续性理念。

北京冬奥会赛时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分为生活垃圾、重点管控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
四大类，生活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北京冬奥会对闭环内产生的重点管控生活垃圾用两层医疗废物专用塑料袋密封入纸箱中，再用
消毒剂进行消杀，并贴上闭环内重点管控垃圾的标志，全部焚烧。

垃圾分类
全覆盖

管理过程
全覆盖

场馆区域
全覆盖

生活垃圾 重点管控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

处理运输收集投放产生

所有场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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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管控生活垃圾

医疗垃圾

危险废物

合计

生活垃圾

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2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

小计

类别 产生量（吨） 无害化利用方式 无害化处理量

3774.7

350.3

21.1

0

731.9

1103.3

0.1

0

4878.1

焚烧发电

厌氧发酵

回收再利用

/

焚烧发电

/

焚烧发电

/

/

3774.7

350.3

21.1

/

731.9

1103.3

0.1

/

4878.1

表  2022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16 日期间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2.6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改善北京生态环境质量，特别是赛事期间空气质量是北京冬奥会申办承诺。北京市与河北省
政府部门提前组织谋划、部署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推动落实各项长效之策，加强京张地区生
态环境联防联治，充分调动公众、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各方力量，全面开展治气、治沙、治水
专项工程，整体改善京张地区生态环境。赛事举办期间，北京市、延庆区、张家口市PM2.5平
均浓度分别为36微克/立方米、22微克/立方米和20微克/立方米，较2013年降低63%、34%和
59%，圆满完成申办承诺。

				（具体措施详见《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2.4	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机制融合。成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推进各项治污任
务，统一检测、统一执法、统一实施污染防
治措施，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资源融合。搭建冬奥空气质量监测预报评估
大数据平台，首次将保障区域内5000多个空
气质量监测站点全部联网，以及气象参数、
卫星遥感、走航观测、交通流量、能源消费
等25类各部门业务数据全部融合。开展区域
空气质量分析、气象条件变化研判、污染源
减排评估。

调度融合。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指挥调度中
心，全面统筹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疫情防控
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在精准预测预报的基
础上，科学决策污染过程应急联动时间、城
市范围、重点监管对象，精准优化管控措
施；及时通报污染高值和突出问题，督促尽
快整改，实现高效闭环管理。

2022年北京市和张家口市赛时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国家体育场冬奥座椅套变身文创公文包

由于国家体育场冬奥座椅套采用的是阻
燃性织物，赛后直接销毁处理并不利于
环保考量，因此国家体育场将座椅套开
发成文创包，并对应每一个座椅编号配
备定制化编码牌，尽可能最大化地实现
实物的再利用，践行可持续发展和绿色
环保理念。

注2：物流和物品的外包装已全部回收利用，未包括在可回收物的统计中。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后）46 保护生态环境 47

2.7
场馆赛后利用
北京冬奥会各场馆业主和属地政府在建设改造之初，充分满足赛时需求的基础上，从场馆赛后
利用方式、赛后改造计划、商业运营计划等10个方面，考虑谋划竞赛、非竞赛场馆赛后利用，
实现场馆从赛时到赛后的顺利衔接和长期运营。

积极申办举办高水平赛事
在筹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主办城市体育部门、场馆业主单位与国际单项
体育联合会进行深入沟通，确定了赛后利用工作方案。这些场馆赛后将继续申办、举办高水平
国际和国内赛事，并以此带动大众体育、全民健身和地方发展。

北京冬奥会赛事期间，世界冰壶联合会、中国冰壶协会、北京国资公司在国家游泳中
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就未来共同推动中国冰壶运动发展、冬奥遗产利用达成合
作意向，世界壶联将与中国冰壶协会、北京国资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通过在国家游泳
中心冰上运动中心设立“世界冰壶学院培训中心”、举办国际冰壶赛事及系列冰壶培
训等，共同促进冰壶运动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全面向公众开放
所有新建场馆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赛后公众开放，为大众体育休闲健身提供服务等相关
事宜。例如，国家速滑馆采用了1.2万平方米的全冰面可容纳2000名公众同时开展冰上运动；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把高山滑雪运动员回冬奥村相对平缓的3公里道路设计成雪道；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场馆下方三分之一处坡度较缓的赛道预留了大众出发区，可为大众爱好者提供雪车雪橇项目
体验。从2022年5月开始，这些场馆已经向公众全面开放。

实现场馆四季运营
冰上场馆都是室内场馆，可以四季向公众开放和举办大型赛事、文化休闲活动。雪上场馆在规
划建设中，从整体发展出发，充分考虑春夏秋三季的运营，利用赛区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优
势，建立户外拓展训练中心，发展健身跑、越野跑、山地自行车、登山、攀岩、徒步、滑草等
户外运动，并发展区域特色旅游、休闲度假等产业，可实现场馆的四季持续运营。

国家速滑馆向公众开放

实现场馆与地区联动发展
北京冬奥会将场馆的赛后利用融入地区长远
发展。比如延庆赛区依托场馆及配套设施，
推动延庆区“冬奥、世园、长城”三张金名
片联动发展，以全域旅游为主导，大力发展
特色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张家口赛区同样依
托现有旅游、文化和场馆资源，推动打造全
民、全季、全时、全域的全亚洲冰雪旅游度
假目的地和“体育之城”。在京津冀区域协

同发展大背景下，北京冬奥会推动了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冰雪场馆资源联动发
展，借助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快速交通线
路，融合沿线体育设施和旅游文化资源，打
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带动周边区域高质
量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详见附表2：场馆赛后利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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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挑战、经验和启示
北京冬奥会场馆分布在不同地理特点的平原、山地和丘陵地带。场馆的规划、设计、建设、运
营及赛后利用方面，可持续性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冰上场馆改造情况多样，建设主体
多，参与方式复杂；二是山地赛区施工难度高，生态保护压力大；三是赛区水源保护要求高。
北京冬奥组委通过多方调研、科学组织，制定并出台可持续性工作管理和技术指南，指导不同
主体施工建设符合可持续性要求，对场馆设计、建设单位及运行单位人员开展多种形式培训，
监督、推动山地赛区生态及水资源保护等可持续性措施，场馆建设和运行体现绿色办奥理念、
满足生态环保要求，实现环境正影响。

建立工作机制 

场馆业主单位落实 

推进监督改进

制定技术指南

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市、河北省主办城市政
府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场馆可持续性管理办法》，建立了由
场馆业主单位、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北京冬奥
组委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场馆可持续性管理

场馆业主单位在场馆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过程中，组建可持续性工作团队，全过程推
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与基
础设施可持续性指南》要求的落实，并聘请

为保障北京冬奥会场馆可持续性措施的有效
落实，北京冬奥组委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监
督管理机制，通过会议研讨、现场巡查、集
中评审等方式，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场馆与基础设施可持续性指南（规
划设计阶段）》《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场馆与基础设施可持续性指南（建设
阶段）》《环境保护措施责任矩阵表》中各

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市、河北省政府部门共
同制定了场馆规划设计、建设、运行和赛后
利用不同阶段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场馆与基础设施可持续性指南》以及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临时场馆
与基础设施可持续性指南》，在严格执行
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基础上，

三级工作机构，并分别设置关键岗位共同组
建北京冬奥会场馆可持续性管理工作团队，
保障场馆可持续性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和有
序推进。

第三方机构（环境监理公司、水土保持监理
公司、可持续咨询单位）保障相关措施落实
到位。

项可持续性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
和绩效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和风险及时提出
整改意见和建议。北京冬奥组委会同设计、
建设和社会相关领域专家及北京市、河北省
政府相关部门，先后3次对3个赛区主要永久
场馆可持续性措施的落实情况开展检查及评
审，督促场馆业主单位全面落实可持续性工
作要求。

以更高标准从场馆选址、环境保护、绿色建
筑、社会与经济等方面，对规划设计、场馆
建设、运行和赛后利用阶段提出可持续性技
术和管理要求，将可持续性要求融入场馆全
生命周期，使场馆可持续性管理要求具体
化、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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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7：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积极探索低碳能源的利用方式，场馆常规能源需求100%由绿色电力实现，为清

洁和可再生能源提供示范。

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
业化，推动创新
创新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等环保技术，建设超低能耗示范工程，推动建筑业、冷

链物流等领域的可持续性管理和资源高效利用。

目标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发布“低碳冬奥”微信小程序，鼓励公众响应低碳倡议，对在全社会宣传推广可

持续生活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向低碳和绿色经济过渡。

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北京冬奥组委开展低碳管理，探索建立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碳中和机制，实施低

碳能源、低碳场馆、低碳交通等各项减排措施，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终实

现全部碳中和，以实际行动为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等方面提供样本。

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减少对塑料制品的使用，预防和减少各类海

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成的污染。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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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创新低碳管理模式
2019年6月23日，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提出了低碳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等总体要
求，制定了碳减排措施18项、碳中和措施4项、保障措施4项，并明确了各项碳减排措施和碳中
和措施的责任单位。

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

碳排放量核算

北京冬奥组委依据国际奥委会碳足迹方法学，借鉴往届奥运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结合中国
及北京市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制定了北京冬奥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

北京冬奥会碳核算边界

相关排放

分摊排放

自有排放

排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否否

否

北京冬奥组委
支出费用

北京冬奥组委
100%支出

北京冬奥组委
的产权

能否
影响行为

能否估计
碳排放量

高相关
利益

为排
放源

低碳管理工作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

北京冬奥会所产生的碳排放将全部实现中和，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的碳减

排机制、建立北京冬奥会碳排放评估和管理机制、从生产源头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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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碳排放核算范围：

1.1 北京冬奥组委
日常办公 1.3 赛事餐饮1.2 国际奥林匹克

大家庭的服务

1.3 赛事交通

B05 自来水

M08 餐饮 - 饮料包装

F06 餐饮（食物包装）

P06 TOP 国际航空

ST02 医疗人员出行

B33 纸张

B03 电力 A06 餐饮 - 食物包装F04 餐饮（食物）

M01 航空

V01 志愿者出行

B28 国外差旅（食物）

B07 餐饮 - 饮料

M06 餐饮 - 饮料

P03 TOP 餐饮 - 饮料

B35 电脑

B37 服装（夏装）

B08 国内差旅（铁路）
- 长期授薪人员

B10 国内差旅（铁路）-
长期授薪人员

B13 比赛期间差旅（汽
车）- 长期授薪人员

P10 合作伙伴餐饮 -
饮料

P05 TOP 餐饮 - 饮料
包装

P04 TOP 餐饮 - 食物
包装

P09 合作伙伴餐饮 -
食物

B17 比赛期间差旅（食
物包装）-长期授薪人员

B09 国内差旅（飞机）-
长期授薪人员

B12 国内差旅（饮料）-
长期授薪人员

B16 比赛期间差旅（饮
料）- 长期授薪人员

B11 国内差旅（食物）-
长期授薪人员

P13 合作伙伴国内航
空

P07 TOP 观赛期间交
通（汽车）

P14 合作伙伴观赛期
间交通（汽车）

B15 比赛期间差旅（食
物）- 长期授薪人员

P12 合作伙伴餐饮 -
饮料包装

B14 比赛期间差旅（住
宿）- 长期授薪人员

P11 合作伙伴餐饮 -
食物包装

B01 汽油 A04 餐饮 - 食物F01 航空

A01 航空

B25 国外差旅（飞机）

B19 比赛期间差旅（汽
车）- 临时授薪人员

ST05 合同商餐饮 -
食物

B22 比赛期间差旅（饮
料）- 临时授薪人员

ST08 合同商餐饮 -
饮料包装

ST11 安保人员餐饮 -
食物包装

ST14 医疗人员餐饮 -
饮料

B21 比赛期间差旅（食
物）- 临时授薪人员

ST07 合同商餐饮 -
食物包装

B20 比赛期间差旅（住
宿）- 临时授薪人员

ST06 合同商餐饮 -
饮料

B24 比赛期间差旅（饮
料包装）-临时授薪人员

ST10 安保人员餐饮 -
饮料

ST13 医疗人员餐饮 -
食物

ST16 医疗人员餐饮 -
饮料包装

B23 比赛期间差旅（食
物包装）-临时授薪人员

ST09 安保人员餐饮 -
食物

ST12 安保人员餐饮 -
饮料包装

ST15 医疗人员餐饮 -
食物包装

B18 比赛期间差旅（饮
料包装）-长期授薪人员

B02 天然气 A05 餐饮 - 饮料F02 赛事期间出行

A02 赛事期间出行

B27 国外差旅（住宿）

B06 餐饮 - 食物

M05 餐饮 - 食物

P02 TOP 餐饮 - 食物

F07 餐饮（饮料包装）

B34 墨盒

B36 服装（冬装）

B04 热力 A07 餐饮 - 饮料包装

M07 餐饮 - 食物包装

F05 餐饮（饮料）

M02 赛事期间出行

ST01 安保人员出行

B29 国外差旅（饮料）

V04 餐饮 - 食物包装

V02 餐饮 - 食物

V03 餐饮 - 饮料

V05 餐饮 - 饮料包装
S03 餐饮 - 食物

S07 住宿

S05 餐饮 - 食物包
装

S06 餐饮 - 饮料包
装

1.4 现场活动

1.7 场馆保障

1.8 固体废物

1.5 场馆赛期运
行（含测试赛）

P01 TOP 观赛期
间住宿

ST03 安保人员住
宿

S08 观赛物资 - 塑
料充气棒

形象景观 - 涤纶
材料

P08 合作伙伴观
赛期间住宿

ST04 医疗人员住
宿

S09 观赛物资 - 小
旗帜（国旗）

S10 观赛物资 - 御
寒物质

形象景观 -PVC 材
料

固体废物填埋处
理

固体废物焚烧处
理

固体废物生物处
理

生活污水处理

新建场馆建筑面
积

改造场馆建筑面
积

物料投入 - 防水
涂料

M04 住宿

火炬接力

压雪机

25 个场馆

城市活动 - 张家口

液晶屏

建筑材料

城市活动 - 北京

安检机及安检门

金牌

特许商品（塑料）

S12 门票

特许商品（织物）

A03 运动员号码牌

延庆赛区联络线 S01 私家车

张家口交通场站 S04 餐饮 - 饮料

物料投入 - 钢筋

公路里程

物料投入 - 其他

物料投入 - 混凝土

物料投入 - 钢筋

柴油

物料投入 - 片石

水

天然气

铜牌

特许商品（陶瓷）

防疫物资及设备

特许商品（金属）

北京交通场站

仓储

建筑垃圾转运

物料投入 - 沥青

物料投入 - 水泥

汽油

物料投入 - 混凝土

热力

柴油

物料投入 - 碎石

物料投入 - 沥青

电力

物料投入 - 防水
涂料

热力

水

银牌

特许商品（琉璃）

注册证件

特许商品（纸制品）

M03 媒体小背心

V07 志愿者服装

张家口赛区联络线 S02 航空

物流运输

物料投入 - 沙子

交通场站面积

物料投入 - 其他

汽油

物料投入 - 片石

物料投入 - 沙子

天然气

物料投入 - 碎石

电力

建筑面积

开幕式

化石燃料

8 个冰上场馆 25 个场馆

逸散排放

初始填充排放

热力

闭幕式

电力

自来水
建筑固体废物转
运

V06 志愿者住宿

1.3 赛事住宿 2.1 场馆建设
和改造1.9 其他

2.2 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及赛事

物流服务
3 观众1.6 冰上项目场

馆制冷剂

注：B-北京冬奥组委；F-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A-运动员；M-媒体；P-合作伙伴；V-志愿者；S-观众；ST-安保和医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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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估算。2018年，北京冬奥组委采用
北京冬奥会申办时确定的观众数量和场馆建
筑面积等数据，主要包括赛事筹办和运行
过程、场馆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观众三类活
动，估算温室气体基准线排放量为163.7万吨
二氧化碳当量。

基准线修订。2021年，北京冬奥组委对温室
气体基准线排放量重新进行了修订核算。北
京冬奥会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场馆建设方案、
场馆联络线建设方案、测试赛工作方案等都
进行了变更。因防疫防控要求，观众售票方
案也有所调整，取消向境外观众售票，修订
后基准线排放量为130.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比原来的基准线排放量减少33.1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

排放量核算。经系统汇总200项排放源实际排
放水平数据，核算北京冬奥会和冬残会筹办
和举办全过程实际温室气体排放量。2016年
至2022年6月，北京冬奥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为71.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

按排放类别划分，交通基础设施碳排放总
量为24.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比34.3%；
场馆建设碳排放总量为20.2万吨二氧化碳
当量，占比28.3%；场馆赛事期间运行和
场馆保障碳排放总量为7.9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占比11.1%；	北京冬奥组委日常办公
碳排放总量为5.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比
7.2%。（详见下表）。
按年度划分，2019年交通基础设施和场馆建
设，2022年场馆保障碳排放量最大。

北京冬奥会实际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布

1.1北京冬奥组委

1.4现场活动

1.9其他

1.2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1.5场馆赛期运行

2.1场馆建设

1.3赛事交通

1.6冰上场馆制冷剂

2.2交通基础设施

1.3赛事住宿

1.7场馆保障

3观众

1.3赛事餐饮

1.8固体废物

5559 7852

123966

208007

87735

58100

222569

表  北京冬奥会实际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北京冬奥组委
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交通基础设施
场馆建设
冰上项目场馆制冷剂逸散排放
场馆赛期运行（含测试赛）
场馆保障  
赛事交通
赛事住宿
赛事餐饮
现场活动
固体废物
观众
其他排放
合计

类别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合计
5377

44

139

5559

7615

55

182

7852

8548

76

98582

16282

251

228

123966

6377

38

145969

54518

7

467

631

208007

3912

26

0

81218

429

0

1043

1106

87735

5420

26

0

50142

136

5

1054

1317

58100

14177

3235

521

0

40

6693

72374

24759

46138

11753

1849

3626

6723

30682

222569

51425

3500

245072

202160

605

6693

72374

24759

46138

11753

1861

6761

6723

33964

713788

北京冬奥会温室气体排量放基准线和实际排放对比
（单位：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城市活动方案、利
益相关方来华人数缩减等；
观赛方案由原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方案，进
一步缩减至仅限北京、河北两地观众；
赛事期间各场馆使用绿电，交通领域使用清
洁能源车辆；
因新冠疫情防控增加了防疫物资、住宿使用
量，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量略有上升。

实际排放量远低于基准线排放量，主要因为：

71.4

原基准线 修订后基准线 实际排放量

163.7

-33.1 -59.2

130.6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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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场馆

建设绿色场馆 使用环保型制冷剂

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和改造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低碳措施，将减量化、低碳化理念贯穿场馆设
计、施工及运行各阶段，实现温室气体减排73742.9吨二氧化碳当量。			（具体措施详见《北京
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2.2.3	推进低碳场馆建设）

北京冬奥会新建冰上场馆和冬奥村按照北京
市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1/
T825-2015）、河北省地方标准《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DB13(J)/T113-2015））、新建
雪上场馆按照北京市地方标准《绿色雪上运
动场馆评价标准》（DB11/T1606-2018）、
河北省地方标准《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
准》（DB13(J)/T288-2018）三星级要求进行
设计和建设，全面提升了冬奥场馆的可持续
性标准化水平。北京冬奥会7个雪上运动场馆
全部获得《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中
最高的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国家
速滑馆、延庆冬奥村、张家口冬奥村等6个新
建场馆均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最高
的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北京冬奥
会改造场馆（群）获得绿色建筑二星级标识
证书。

北京冬奥会共有8座冰上场馆、10块冰面，除
首体花样滑冰训练馆因冰面未改造而沿用原
有制冷系统外，其他7座场馆9块冰面，均使
用环保型制冷剂CO2或R449A。其中，国家速
滑馆、首都体育馆、首体短道速滑训练馆以
及五棵松冰球训练馆4个冰上场馆5块冰面，
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使用最清洁、最低碳的
二氧化碳制冷剂。结合场馆赛后使用规划，
不常年制冰的场馆，包括国家游泳中心(水冰
转换)、五棵松体育中心(冰篮转换)、国家体
育馆选用了R449A制冷剂。二氧化碳制冷剂的
使用减排温室气体896.3吨二氧化碳当量。

3.2
碳减排措施
北京冬奥会积极落实低碳管理方案中的各项工作措施，截至2022年6月30日，低碳能源、低
碳场馆、低碳交通及北京冬奥组委率先行动等各项减排措施成效显著，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314611.3吨二氧化碳当量。

表  北京冬奥会碳减排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碳减排类别
赛时碳减排措施 赛前碳减排措施

赛时碳减排 赛前碳减排
赛时碳减排量 赛前碳减排量

低碳场馆

低碳能源

北京冬奥组委
自主行动

合计

低碳交通

超低能耗建筑

循环使用材料

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观赛物资使用再生材料

可再生材料服装

云转播服务

将“媒体+”接入点下沉至马道和桁架

非传统水源造雪减排

测试赛雪道和冰面保留

绿电采购

可再生能源发电

主火炬微火设计减碳

火炬传递减排

赛时清洁能源车辆使用减排

氢能大巴车集中转运观众减排

高铁出行方式减排

新能源汽车物流配送

二氧化碳制冷剂利用

采用节能型光源

临时设施拆除再利用

可再生材料使用

节水器具使用

1102.7

5.9

1714.0

7.6

56.9

12099.0

1.6

50.0

76.2

128795.0

24.6

9860.0

417.0

1686.0

6.8

128.1

8.5

896.3

763.9

51.0

21.2

2.0

49316.8

7577.8

99311.0

71.5

300.0

158311.5

260.0

156299.8

优化设计减少钢材、
玻璃、水泥等用量

材料回收利用

绿电采购

可再生能源发电

注1：赛时使用绿电的减排量纳入低碳能源，实施0塑行动的减排量纳入低碳场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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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能耗示范场馆

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北京冬奥会积极推进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建设，五棵松冰球训练馆、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D6组
团、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综合医疗诊所均为超低能耗建筑，总建筑面积51174平方米。超低能
耗示范场馆应用节能设计和新技术，使建筑运行更加高效节能。北京冬奥会赛事期间，实现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1102.7吨二氧化碳当量。

北京冬奥组委出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的工作方案》，赛事举办期间，在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签约酒店、服务场所/流线等相
关业务领域办赛环节，严格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使用1	，积极推广替代产品、倡导循环利
用，为全社会树立塑料污染防治的良好示范。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共减排温室气体1714吨二
氧化碳当量。

目前制冰常用制冷剂有R507、R449A、CO2（R744）三类，这三类制冷剂所需要的制
冷技术和环保成效各不相同。

R507：传统制冷剂，氢氟碳化合物，全球变暖潜能值(GWP)为3985，目前已在部
分国家被逐步淘汰。	
R449A：第四代制冷剂，氢氟氧化合物，GWP值为1397。
CO2 (R744):	GWP值为1，具有良好的制冷性能和环保特性，与常规制冷剂相比可
以节能20%，大幅降低了碳排放和能源消耗。

国家速滑馆

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体育馆

五棵松体育中心

五棵松冰球训练馆

首都体育馆

首体短道速滑训练馆

首体花样滑冰训练馆

场馆名称 冬奥会使用冰面 制冷剂 载冷剂

CO2

R449A

R449A

R449A

CO2

CO2

CO2

R22

CO2

乙二醇

乙二醇

乙二醇

CO2

CO2

CO2

乙二醇

1（永久/	新建）

1（临时/	新建）

2（永久/	新建）

1（永久/	新建）

2（永久/	新建）

1（永久/	新建）

1（永久/	新建）

1（永久/	现有）

表 北京冬奥会冰上场馆冰面制冷系统

使用再生材料的观赛物资

观赛过程中，不向观众售卖、配发禁限塑料
用品，为观众提供的观赛物资中，小旗帜柄
杆、遮阳镜外框使用纸质材质等。
零售环节，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袋，提倡选用如环保布袋、纸袋或再生、可
降解材料制作的包装制品。
餐饮环节，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吸管、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全部
采用可反复使用的餐具或一次性生物可降
解餐具。
住宿环节，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小包装洗漱用
品，提倡通过设置自动购买机、提供续充型
洗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
包装环节，在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
减少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使用；物流包装
采取简易包装，减少包装层数，简化包装

材质种类等；所有制服包装全部使用可降
解的包装袋。
清废环节，高效实施固体废物分类政策，加
大塑料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和处理力度，禁
止随意堆放、倾倒造成塑料垃圾污染。在办
公区放置大容量纸质垃圾箱用于存放大件垃
圾，在闭环内实行垃圾分类，将可回收垃圾
桶内的垃圾袋消杀后再重复使用。

1	限制、禁止使用塑料用品：

(1).	不可降解塑料袋；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包括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3).	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

(4).	快递塑料包装，包括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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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云转播服务

首次将“媒体 +”接入点下沉至马道和桁架

北京冬奥会通过阿里云支持的“奥运转播
云”，向全球转播超过6000小时精彩内容，
相比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现场转播人员
减少了32%，转播中心面积缩小了20%，但
转播内容多出400小时。同时，在奥运历史
上首次采用云技术，通过中国联通提供的北
京冬奥会新闻发布会视频服务系统（Info-
AV），以远程方式进行新闻发布会的导播制
作，为注册媒体提供了所有新闻发布会的视
频直播点播服务，北京冬奥会249场、总计

北京冬奥会合作伙伴中国联通在位于在场馆上
空的特殊无人遥控摄影位置，首次将“媒体
+”接入点位下沉至桁架上，在桁架及马道上
部署POE交换机，并使用野战光缆进行连接。
免去了往届需要新闻社自行准备并制作的脐带
线。此举在为相机提供POE供电的同时，极大
的减少了空间干扰对网络的影响，提高了相机
遥控、媒体回传的稳定性并有利于新闻社部署
机器人遥控相机，节省部署成本。通过在国家
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国家
游泳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等场馆的9个桁

10060分钟的视频制作，全部在云端制作、编
辑和处理。北京冬奥会首次实现核心信息系
统100%上云，避免了大量IT设施重复搭建，
且云计算服务使用张北绿色算力中心，与建
设传统数据中心相比能耗降低70%。同时，
基于云的远程制作大大降低了场馆现场的人
员需求。与基准线相比，媒体人员减少带来
的差旅、住宿、餐饮等碳排放量减少全部视
为减排量，共计减排温室气体12099	吨二氧
化碳当量。

架上部署9台POE交换机，共节省以往脐带线
中的网线约9000米，相当于减排温室气体1.6
吨二氧化碳当量。

使用可降解餐具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期间使用的
餐具都是以玉米、薯类、农作物秸秆等
可再生资源为原料发酵生产出来的高纯
度聚乳酸生产而成。聚乳酸是可完全生
物降解的环保高分子材料，与传统的石
油基材料相比，每吨聚乳酸可减排3吨
二氧化碳。相比于普通塑料采用焚烧处
理，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入空气中，聚
乳酸从原材料到聚合物生产过程的碳排
放是传统石油基塑料的1/10左右。赛事

期间，累计约191.7万人次就餐，使用聚
乳酸可降解餐具约550吨，减排温室气体
1650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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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能源

100% 绿电交易

冬奥场馆可再生能源

氢能点燃火炬

完善电网工程建设

北京冬奥会创新探索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通过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分布式能
源、氢能等利用，实现了赛时所有场馆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减排温室气体238479.1吨二
氧化碳当量，为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提供示范。	

北京冬奥组委联合主办城市政府、电力交易
中心、电力公司等多家单位成立绿电交易工
作组，共同建立跨区域的绿电交易模式。通
过建立绿色电力交易机制、搭建绿色电力交
易平台、采用市场化直购绿电方式，北京冬
奥会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所有场馆赛
时常规电力消费100%使用绿色电力。北京
冬奥会筹办及赛事期间25个场馆使用绿色电
力，绿色电力使用量合计约37388万千瓦时
（注：北京冬奥组委绿色电力使用量计算至

北京冬奥会有些场馆建设时同时建设光伏发电设施，应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五棵松冰球训练
馆在屋顶上铺设1958块光伏板，赛时发电量为54616千瓦时，全年发电量为60万千瓦时，可产
生的清洁电力相当于节约标准煤252吨，减排二氧化碳697.8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的几
座办公楼楼顶上铺设光伏发电装置，每年可产生的清洁电力相当于节约标准煤0.6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1.6万吨。国家速滑馆“丝带”状曲面玻璃幕墙由1.2万块宝石蓝色的光伏发电玻璃拼接而
成。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等场馆使用可再生能源（风光互补）路灯，
折合减排二氧化碳24.6吨。

代表光明、勇敢、团结和友谊的奥运火炬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象征,也是历届奥组委体现举办城
市、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色的载体。北京冬奥会在火炬设计中全面体现了绿色环保、清洁与可
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理念。

为全面满足北京冬奥会场馆训练、比赛等高可靠性供电需求，北京市规划建设冬奥会配套电网
项目12项，包括：±500千伏张北柔性直流工程1项，500千伏工程3项，220千伏工程2项，110
千伏工程6项。其中，张北柔性直流工程于2020年6月投入运行，可将张北地区丰富的风电、光
伏发电等多种能源连接在一起，利用风电、光伏、储能等多种能源形式之间的互补性，克服可
再生能源发电间歇性与不稳定性等问题，将张北地区的绿色清洁能源接入北京电网，为所有场
馆实现100%绿电供应提供重要支撑，并大幅提升北京地区清洁能源电力消费比例。

2022年6月底），减排温室气体228106吨二
氧化碳当量。

2	根据氢气制备的来源，以煤炭为原料制取的氢气被称作“灰氢”，以天然气为原料制备的氢气被称为“蓝氢”，用可

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备的氢气被称为“绿氢”，是最为环保绿色的氢气

100%采用氢气作为燃料

氢气是世界公认的最清洁能源之一，其燃烧产物为水，能量密度是石油的3倍、煤炭
的4.5倍。北京冬奥会一改原来由“丙烷+丁烷”作为手持火炬燃料、天然气作为主火
炬燃料的惯例，首次采用氢气作为国内火炬接力和主火炬的燃料，其中位于张家口赛
区的太子城火炬台以绿氢为燃料，也是冬奥会近百年历史上首支以绿氢作为燃料的火
炬2，真正实现零碳排放。火炬传递共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417吨。

奥运工程将采用最先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使用节能、节水设计和环保材料，

使其更符合持续发展的要求。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为照明、场馆运行和交通提

供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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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微火”主火炬

每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主火炬点燃是奥运会
主办国的关键创新内容。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以“不点火”代替“点燃”，以“微火”取
代往届奥运会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幻化成雪
花般圣洁、灵动的小火苗，相较于传统火炬

节省了99.9%的能源消耗。自北京冬奥会开幕
至3月13日冬残奥会闭幕，主火炬累计使用氢
气266千克，与传统形式主火炬相比，主火炬
燃烧共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9860吨左右，进
一步彰显了绿色低碳的理念。

低碳交通

赛区内最大化利用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

赛区间赛时利用高铁高效安全转运

依托京冀两地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势，最大化利用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实施公铁
联运跨区域交通政策，应用智能化交通系统和管理措施，构建低碳交通运输服务体系，探索区
域绿色交通体系的良好实践，实现温室气体减排1829.3吨二氧化碳当量。

北京冬奥会赛时以“北京赛区内，主要使用
纯电动、天然气车辆；延庆和张家口赛区
内，主要使用氢燃料车辆”为配置原则，综
合考虑三赛区、长距离、低气温、山区路、
雪天地面湿滑等车辆使用环境，以安全为前
提，最大限度应用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减
少碳排放量。

赛时使用赛事交通服务用车4090辆，其中氢
燃料车816辆、纯电动车370辆、天然气车478
辆、混合动力车1807辆、传统能源车619辆。
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在小客车中占比100%，
在全部车辆中占比84.9%。其中，国际奥委会

为减少运输时间，北京冬奥会使用京张高铁
作为赛区之间集散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以
公铁联运、无缝衔接的转运方式，为运动
员、教练员和嘉宾、媒体、工作人员等提供
高效舒适的乘车服务。北京冬奥会期间，通

TOP合作伙伴丰田累计提供了2205辆官方用
车，其中包括了140台二代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MIRAI”，以及107台氢燃料电池小巴“柯
斯达氢擎”；某合同商提供的515辆氢燃料客
车在赛事筹办和举办期间累计行驶132.5万公
里，创下有史以来氢燃料客车服务国际级运
动赛事规模最大、车型数量最多的纪录。赛
时清洁能源车辆使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1686
吨，氢能大巴车集中转运观众实现温室气体
减排6.8吨，新能源汽车物流配送实现温室气
体减排8.5吨。

过高铁累计在北京赛区与延庆赛区、张家口
赛区转运4万人次，实现减排量128.1吨二氧
化碳当量。

来源：Olympic	Information	Service	（摄影：Joe	T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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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办公

北京冬奥组委充分利用并推广协同办公系统、
瞩目视频会议系统等信息化手段进行日常办公
及信息传递，推动办公无纸化，减少纸张和墨
盒硒鼓等办公用品消耗，提高工作效率，实现
减排量560吨二氧化碳当量。2018年12月至
2022年3月，瞩目系统共支持4万多次、累计
6万小时的会议，总参会人次超过80万，有效
应对了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给北京冬奥会筹
办和举办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减少了交通
出行的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

北京冬奥会赛时使用的计算机、打复印机等
技术设备采用租赁方式；设备选型优先选用
节能环保产品。信息化技术设备均采用能租
赁不购买的方式，赛后全部回收并完成相应
的数据擦除工作。在充分满足赛事各使用场
景的前提下，尽量合并设备类型，以提高赛
时运维保障的便捷性。

北京冬奥组委开发了一款多功能手机应用程序
“冬奥通”（My	2022）App，在现有城市信
息平台的基础上融合集成了海关申报、健康防
疫、员工出勤（签到打卡）、赛事信息、交通
出行、实时气象、餐饮信息、住宿信息、语言
翻译、赛事新闻以及奖牌榜等40项应用服务，
成为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用一款手机APP
满足全部客户群体的移动信息服务需求。其
中，用户可“一键呼叫”多语言呼叫中心以寻
求在线电话交传服务。这项服务能够远程处理
复杂的个性化沟通场景，减少现场语言服务志
愿者配备数量，从而构建场馆语言团队+多语
言呼叫中心的双轮运行模式，既体现细致周到
的人文关怀，又减少了人员面对面接触，有效
降低防疫风险。赛事期间，多语言呼叫中心通
过“冬奥通”累计为708人次提供在线电话交
传服务，覆盖21个语种。

首次采用远程同传服务的冬奥会

开展远程同传是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
2020议程》及其《新规范》推荐的措施
之一。北京冬奥会是首次采用远程同传服
务的冬奥会。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北京
冬奥组委和相关企业反复研商，利用数字
技术优势，创新性制定远程同传方案，在
三个赛区27个点位安装远程同传系统，使
译员不用到达现场即可进行多语种同传，
减少译员交通工具使用和出差安排，场馆

新闻发布厅不再设同传间，有效节能减排
并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使用远程同传可
统筹安排译员，并使听众通过手机就能享
受同传服务，有效助力防疫安全。北京
冬奥会期间，因使用远程同传系统，比
平昌冬奥会减少聘用译员24人，为266场
新闻发布会提供优质同传服务，总时长
达11085分钟。使用同传服务实现温室气
体减排4.3吨二氧化碳当量。

3.3
开展碳补偿
北京冬奥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
（公告2019年第19号）有关程序及管理要求，多渠道实施碳减排和抵消活动，主要通过林业碳
汇、合作伙伴赞助和碳普惠制三种碳补偿方式，在赛事结束时即实现碳中和。

林业碳汇

从北京冬奥会申办开始，植树造林项目就被确定为碳抵消的主要措施。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北京
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在2018年1月至2021年8月期间完成的71万亩林地产生的53万吨碳
汇量，经计量、监测并核证后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将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
设工程在2016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完成的50万亩林地产生的57万吨碳汇量，经计量、监测
并核证后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

建立基于林业碳汇的北京2022碳排放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参与冬奥会人员的碳排

放中和机制。增加区域森林碳汇。

北京市和河北省碳中和特殊贡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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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风、光、核电等清洁能源发展，深度
推进电能替代和能效服务，持续加强企业
碳排放管理，促进能源行业和社会绿色低
碳发展。

三峡集团向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协议核销自身20万吨CER，自
愿赞助给北京冬奥组委。三峡集团积极构
建“双碳”战略思维，充分发挥清洁能源
优势，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为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作出了有力贡献。截至2021
年11月，三峡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
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超过9600
万千瓦，占比约96%。

合作伙伴赞助

碳普惠行动

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和三峡集团三家合作伙伴为北京冬奥会赞助经过认证签发的一定数量的
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ER（核证减排量）等抵消产品。

中国石油通过线上购买20万吨CCER，自愿
赞助给北京冬奥组委；中国石油按照清洁替
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
加快构建多能互补新格局，积极开展绿色企
业创建行动，深化科技创新，持续提高油
气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大力发展天然气产
业，积极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业务，不断增
加清洁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

国家电网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
册登记系统注销自身20万吨CCER，自愿赞
助给北京冬奥组委；国家电网致力于打造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充分发挥
电力系统碳减排枢纽平台作用，积极支持

为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北京冬奥会低碳行动，激
发社会各界共同形成“低碳冬奥”合力，2020
年7月2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低碳冬奥”微
信小程序，并于2021年8月改版上线“低碳冬
奥”小程序2.0版（中英文双语模式）。“低
碳冬奥”微信小程序利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和
科学的计算方法，全面记录用户日常生活中
的低碳行为，包括步行、自行车骑行、地铁
出行、公交出行等5项绿色出行行为，光盘行

2022年1月19日，“低碳冬奥”小程序发起“践行绿色生活	共赴冰雪之约”行动，利用冬奥会契
机激发公众参与碳减排热情，不断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培育社会公众的
低碳责任感和荣誉感，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截至2022年2月底，参与人数达到270万，累
计减排次数达到9000多万次，累计碳减排约1.9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对在全社会宣传推广绿色低碳
理念和生活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

动、爱用随行杯、自备购物袋等6项低碳生活
消费行为，以及垃圾分类等，共计12项。公
众通过截图上传信息、授权获取运动步数、自
主打卡确认、参与知识答题等方式获得碳积分
和“低碳达人”等荣誉勋章，碳积分可用于兑
换冬奥会相关奖品，鼓励公众响应低碳倡议，
减少日常生活的碳排放。

3.4
挑战、经验和启示
实现“北京冬奥会所产生的碳排放将全部实现中和，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的碳减排机
制、建立北京冬奥会碳排放评估和管理机制、从生产源头减少碳排放”的申办承诺，是北京
冬奥组委可持续性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一是北京冬奥会全过程碳核算
边界、活动水平即碳核算方法学的确定；二是高质量碳抵消方式的设计；三是在疫情影响下北
京冬奥会的低碳措施更好地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北京冬奥组委通过与各方专家研究探索，确
定了碳基准线核算范围和核算方法，制定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
案》，确定了低碳场馆、低碳能源、低碳交通和冬奥组委行动等4类18项减碳措施，林业碳汇、
企业赞助和公众参与的碳普惠三类碳抵消措施，实施了绿电交易机制、政府和赞助企业捐赠林
业碳汇和高质量碳补偿产品，推行“低碳冬奥”小程序等一系列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实现碳中
和目标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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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
人获得体面工作
北京冬奥组委严格践行可持续采购，对冬奥会供应商及其供应链产生多方面的积

极影响，带动张家口、延庆等地与冰雪产业相关的生产性活动，促进赛区居民体

面就业，使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共享冬奥机遇，成长壮大。

目标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北京冬奥组委将可持续性要求融入北京冬奥会采购全过程，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

和规则，并要求覆盖全部供应商，实施规范的可持续采购程序，并对供应商的可

持续性绩效进行评估，推行可持续的采购做法。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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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制定可持续采购规则
北京冬奥会将可持续性要求融入北京冬奥会筹办相关采购全过程，制定了一系列可持续采购
工作措施和规则，保障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支持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积极
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要求；并针对采购量大、环境和社会影响大
的11类产品或服务，以专项品类技术准则
的形式提出可持续要求，包括纸制品、塑料
制品、金属制品、纺织品、木制品、电子电
器、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装饰装修工
程、物流服务、洗涤服务，具体条款如建立
相关管理体系等高于法律法规的要求。

	 	（具体供应商数据和要求详见《北京冬
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2.3 	开展
可持续采购、2.3.1	制定可持续采购规则）

4.2
实施可持续采购
为确保可持续采购规则的实施，北京冬奥组委为工作人员、场馆业主单位、合同商等开展一
系列可持续性相关培训，以保证可持续采购要求的落实。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发展处人员作
为可持续采购小组成员之一，督促可持续性要求全过程有效落实。

北京冬奥组委在开展可持续采购过程中，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beijing.
gov.cn/）等主动做好信息公开，建立完善的审核、评估机制，包括审核与追溯、检查评估等
各项措施。		（具体措施和要求详见《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2.3.2	可持续采
购实施）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采购流程

持续关注合同商可持续性要求的
落实过程，建立可持续采购信息
通报机制，确保合同中可持续性
要求的充分履行

可持续性得分计入综合采购得分
合同文本中包含可持续性要求
条款

考虑设备设施的再利用、废
弃设备设施的处置方式及处
置途径等

	参照《技术准则》内容制定采购
项目的可持续性技术要求，并在
评分细则中明确标识出可持续性
要求评分项
依法公开发布采购项目的采购文
件公告、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告、
采购合同公告

终期处置 05

采购需求论证 01

采购方案确定 02

合同商确定 03合同管理 04

合理设定采购方式、数量、使用功能等，考虑节能环保产品使用、货物的后续处置方式
组建采购工作小组，对采购中涉及的可持续性方面进行审核

前往可口可乐开展尽职调查

参考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制定所需货物和服务的可持续采购标准。编制可持续

采购文件：明确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方式及采购过程中的可持续性要求。

明确采购产品和服务的品牌、数量、型号等具体内容，以及采购方法。对供应商

的业绩、信用、技术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在包装、运输和产品废弃处置等方面

提出可持续要求。

全流程融入。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可持续采购指南》《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可持续采购实施细则》明确了采
购各环节融入可持续性的要求，包括在论证
采购需求中融入可持续性要求，在确定采购
方案中考虑可持续性要求，确定合同商时评
估可持续性要求，合同实施中落实可持续性
要求，终期处置过程考虑可持续性要求等。

全品类要求。以可持续采购技术准则通用要
求和专项品类要求（11	种）的形式，对采
购的工程、货物及服务提出具体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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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持续采购影响评估
北京冬奥组委聘请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供应商的可持续性绩效和可持续采购社会影响进行了评
估。评估结果显示：北京冬奥组委按照相关政策和标准严格践行可持续采购，不仅为重大赛
事树立了可持续采购的榜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对冬奥会供应商及其供应链产生了多方
面的积极影响，同时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评估过程详见《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2.3.2	可持续采购实施）

经济影响方面，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为供应商/特许企业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业务，创造了一定的经
济利润，同时通过向供应商/特许企业传导可持续采购政策，不仅提升了供应商/特许企业自身的
管理水平和产品/服务质量标准，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供应链的升级和转型，促进全产业的发
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北京冬奥会促进智能床行业发展

麒盛科技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智能床供应商，在北京冬奥村运动员房间内共提供了
6000多张智能床，这是奥运会历史中首次运用智能床。这些智能床以“零重力”“可
遥控”等特点受到运动员的广泛赞誉，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供应商的知名度和销售
量，带动了智能床产业的规模发展。根据《2022线上睡眠消费报告》显示，2021年智
能床的销售量同比增长2.4倍。

社会影响方面，北京冬奥会可持续采购政策要求供应商/特许生产商保障员工，尤其是残障人士
的权益，禁止使用童工或强迫劳动，也有效提升了冰雪产业相关人才的技能水平，提供了多元
化、新型职业、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希望之家的残障人士编织的颁奖花束

为残障人士创造灵活就业机会

北京冬残奥会的500束颁奖花束以及冬
残奥会开幕式上引导员胸前的毛线雪容
融，皆出自北京市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
的150位残障人士之手。这些残障人士通
过教学视频和教师线下授课相结合的方
式，接受了“海派绒线编结技艺”的相
关培训，花费近17500小时完成工作。希

望之家的成员表示，此次活动不仅使自
己掌握了一门感兴趣的手艺，也体现了
自身价值，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贡献力
量。希望之家共帮助了全国800多位脊髓
损伤“伤友”实现生活自理，为1500多
位残障人士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帮助
200多名残障人士实现了就业。

将资源需求降到最低，使用资源利用率高的产品，包括节能电器、节能车辆和含

有回收材料的产品。将供应链自身潜在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护劳动者的

权利，尊重人格，避免劳动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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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挑战、经验和启示
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实施可持续采购是一项工作创新。北京冬奥组委在缺少可借鉴的工作经
验、工作规则和工作方式的情况下，组织20多名专家，召开30余次会议研究商议，制定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采购指南》《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采
购实施细则》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采购技术准则》三种思路性、操作性
和技术性工作文件，为推行可持续采购提供技术支撑。可持续业务领域工作人员作为北京冬
奥组委采购工作小组成员，是可持续采购工作落实的具体保障。通过合同管理、企业自评、
巡查（督查）等方式，推进了可持续采购要求在采购全流程的融入和落实，带动合作伙伴、
场馆业主、特许生产企业等共同践行可持续采购，让可持续性理念在供应链中实现了真正的
传递，为其他组织开展可持续性工作提供了经验。

环境影响方面，北京冬奥会将环境可持续要求融入可持续采购。供应商/特许生产商采用先进的
技术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并将绿色环保的高标准要求应用于产品全生命
周期，提供了符合冬奥会环保高标准的产品或服务。

再生纤维填充毛绒版吉祥物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深受
公众喜爱，其中毛绒版吉祥物的填充物
为循环再生聚酯纤维，该材料由回收的
废弃塑料瓶生产而成。通过这种方式不
仅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向公众
传递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毛绒版冰墩墩和雪容融

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临时设施

临时设施的可持续采购

为保障临时设施工程单位全面落实可持续
性要求，北京冬奥组委于2020年10月、
2021年4月，分别对三个赛区的临时设施
总承包商开展了临时设施如何落实可持续
性要求、临时设施可持续性指南及实施细
则的培训，指导临时设施实施主体在规划
设计、采购、制作与安装、赛时运行、拆
除与回用、赛后恢复等各阶段落实可持续
性要求。

环境方面，优先使用标准化构件，优先使
用预装配，便于灵活组合，安装拆除的模
块化设计；同等条件下，选择符合可持续
性要求的供应商，优先选用有库存产品的
供应商，减少新产品的生产；优先使用篷

房、打包箱房、集装箱房、隔断、围栏、
橡胶马道、临时厕所、集装箱等租赁类的
产品/部件。

社会方面，临时设施施工单位100%与员
工签订劳动合同，依法为员工购买社会保
险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工作时长要求，
给予加班补休或工资补偿，保障劳动者权
益；对劳务人员建立管理台账，详细记
录施工人员的信息，按时按量地支付工
人工资；100%具有符合GB/	T45001	/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施工过程中按规定配齐劳动保护用品，设
置安全警示牌，开展安全生产技能培训，
每天开展安全检查等。

©The Olympic Multimedi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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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带动了京张地区城市环境、交通、医疗服务、产业等领域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京

张地区医疗服务水平、质量和便利性。

目标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有力促进了京津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形成跨区域优势互补、资源有效配

置、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新格局，缩小了城市发展和城乡发展的差距。

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通过对冬奥场馆的合理规划和赛后利用，北京冬奥会推动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的建设，加强了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建设。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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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共建共享 

北京冬奥会推进了京张地区医疗多方位深层
次合作，建设和完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北
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和北京冬奥组委共同
签订《京冀医疗卫生保障合作协议》等相关
协议，加强区域间医护人员的培训交流，建
立京张地区区域性医疗联合体，促进区域内
医疗机构合作，提升区域医疗水平。2015至

2021年，张家口有9家市属医院与北京11家
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北京市有关医院的
帮助下，各合作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得到大幅
提升，张家口市属医院合作学科累计接诊门
诊50.2万人次，减少进京就诊患者超30万人
次，让张家口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
量医疗服务。

首钢诠释城市复兴

北京首钢园区不仅是北京冬奥组委总部的办公
场所，更在北京冬奥会中承担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比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赛事期间，首钢
园区将工业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奥运文化相
结合，向世界展现了多元的文化氛围。赛后，

首钢园区将持续放大北京冬奥会的带动效
应，承担体育休闲街区、单板与空中技巧研
发中心及冬季运动展示等区域功能，举办国
内外冰雪运动赛事和城市文化活动，为园区
带来游客，激发产业园区发展活力。

首钢园对游客开放

5.1
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依托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举办契机，城市基础服务设施更加健全，公共交通体系得到进一步完
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市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城市更加和谐宜居。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2019年底，全长174公里的京张高铁开通运营，成为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高铁。从张家口
到北京清河最快运行时间由3小时7分钟压缩至48分钟，从北京赛区到延庆赛区仅需26分钟，京
张地区实现“一小时交通圈”，促进了京津冀地区要素的自由流动。

京张高铁智能列车促进京张协同发展

2022年1月6日，首趟复兴号北京冬奥列
车上线发车。列车能耐高寒、扛风沙，
可在-40℃和40℃区间运行，世界首次实
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列车从车站自
动发车、在站间自动运行、运行时间按
计划自动调整，可提高列车安全性和正
点率、降低司机的劳动强度、提升旅客
的出行体验、绿色节能等。京张高铁为
北京和张家口地区建立快速通道，赛后
可更好推动京张两地的协同发展。

复兴号北京冬奥列车

统筹推进冬奥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制定实施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城市建设、

奥林匹克教育等领域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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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推进冰雪产业与旅游业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中国冰雪产业和旅游业的相互融合、蓬勃发展。京张地区作为北
京冬奥会赛区所在地，充分利用冬奥场馆设施和冰雪、文化、森林、草原等资源，加快建设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大力发展冰雪产业。《2022年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冰雪产业研究市场规模出现下降趋势，但随着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
的控制，冰雪产业逐步恢复。2021年，中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已达到5788亿元，较2020年增长
了51.9%，以冰雪休闲旅游为核心的大众冰雪市场正在形成。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计2022
年中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超过8000亿元，并有望在2025年步入成熟期，市场突破1万亿元，占
中国体育产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

冰雪消费持续升级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全民的冰雪消费热情。随着
参与冰雪运动人数的逐渐增加，人们对冰雪产
品、冰雪装备、冰雪场地、冰雪旅游的需求质
量不断提高。据统计，尽管有疫情影响，全国
冰雪旅游人数从2016-2017冰雪季的1.7亿人次
增加到2020-2021冰雪季的2.3亿人次，冰雪旅
游收入3900亿元。	在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
不仅“冰墩墩”等冬奥纪念品备受青睐，冰
雪运动相关品类的消费也增长显著。

冰雪装备制造业发展提速 

依托北京冬奥会这一历史机遇，全国多地通
过技术创新、自主研发提速冰雪装备制造业
发展，打造冰雪经济新增长点。根据《冰雪
装备器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到2022年中国冰雪装备器材产业
预计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年均
增速在20%以上。截至2021年底，依托中关

村（延庆）体育科技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引
进冰雪体育类企业297家；张家口累计引进
冰雪产业项目109项，覆盖冰雪装备研发制
造、冰雪运动体验、山水户外运动、现代服
务、人才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项目总投资达到556亿元，已有51个项目投
产运营。

冰雪旅游收入/亿元 冰雪旅游人数/亿人次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2700
3300

3860

1460

3900

1.7
1.97

2.24

0.94

2.3

2016-2021 年各雪季冰雪旅游人数及收入

张家口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

张家口凭借原有工业发展基础，立足冰雪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
业，形成了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和宣化冰雪产业园两个重点园区。张
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重点定位发展个人轻装备和重型装备。截至2021年7
月，已累计签约45个项目，注册企业40家，落地投产10家。张家口宣化冰雪产业园致
力于打造全产业链条冰雪装备产业集群，截至2021年7月，累计签约落地项目15个。

冬奥会将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大力发展体育文

化、旅游休闲、会议展览等产业，促进冬奥会与人的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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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冬奥改变的冰雪小城——崇礼

5.3
挑战、经验和启示
北京冬奥会的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不在同一区域，如何通过冬奥会筹办举办，为延
庆和张家口赛区提供更多产业转型、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是北京冬奥会面临挑战。延庆区和
张家口市立足区域功能定位，依托冬奥场馆及高铁、高速公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将区域
人文历史、生态资源优势，与场馆建设相结合，同步发展冰雪产业发展，冰雪产品、冰雪装
备、冰雪旅游等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建成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促进京张区域协作朝更深层
次、更广领域拓展。以冬奥会大型赛事活动为契机，成功推动了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为其他地区和大型赛事活动提供良好的示范。

张家口赛区崇礼冰雪小镇

雪后的张家口雪场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规划范围包括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海
淀区、石景山区、延庆区等7个市辖区和张家口市桥东区、崇礼区、张北县等10个区
（县），总面积2.48万平方公里，辐射北京市和张家口市全域范围。

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冰雪运动热潮拉动了京张地区旅游业和住宿
餐饮业的快速发展。延庆区成立北方地区首
个民宿行业组织延庆民宿联盟，“延庆人
家”民宿整体品牌完成全域布局，建成500余
个民宿院落，获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首
批全国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区、中国优秀国际
乡村旅游目的地、全国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城
市等荣誉称号。旅游收入由2015年末的54亿
元增长到2019年99.3亿元。

张家口统筹推进冬奥场馆赛后利用、体育文
化旅游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等工作，在
大力发展冰雪冬奥文化旅游的同时，注重培
育夏季户外拓展、休闲避暑、研学教育、
会议会展、旅游演艺等多样旅游业态，辐射
带动赤城、怀来等周边县区共同发展。截至
2021年底，围绕体育、文化、旅游基础设施
及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张家口谋划实施项
目287个、总投资近6000亿元。重点推进旅游
品牌项目48个，其中沿河、沿山、沿路21个
特色资源开发项目全部建成。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崇礼县，曾是国家
级贫困县。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崇礼实现
成功转型。据统计，崇礼当地每5人中就
有1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直接或间接从
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达3万多人，
其中脱贫人口9000多人。同时，冰雪旅
游也成了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万龙、云
顶、富龙等滑雪场，以及冰雪度假产业完

善的太舞滑雪小镇纷纷跻身京张地区十大
热门滑雪目的地，不仅是华北地区游客的
主要“滑雪阵地”，还成功吸引了大批南
方游客前来和冬奥场地“亲密接触”。
2020年至2021年雪季，崇礼区共接待游
客246.2万人次，同比增长83%。崇礼开
始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端滑雪聚集区和“冰
雪运动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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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北京冬奥会严格实施疫情防控措施，为运动员、观众、媒体、冬奥组委及合同商

工作人员、志愿者等提供健康安全保障，全面守护参赛各方人员的健康。

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北京冬奥会在中国13亿公众中弘扬可持续发展理念，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促进社会生活发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改变。

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北京冬奥组委推动可持续性知识教育，发布《促进性别平等承诺》，宣传性别平

等及无障碍观念的方式，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和实践奥林匹克理念和价值观，实

现性别平等和包容性社会建设。

目标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
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通过制定相关人员就业促进计划，北京冬奥会为当地居民提供广泛的就业发展机

会，提升赛区居民就业能力。

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在筹办和举办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实践传递了可持续观念，将志愿

服务精神向全社会推广，并通过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和公众的参与和合作，促进

北京冬奥会与人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冬奥盛会。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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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北京冬奥组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充分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人才遗产基础上，组建了
多元化、包容性的工作团队。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期间正式工作人员共有60510人，性
别和年龄构成见下图。其中，残障人士和少数民族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0.2%和8%；外籍员工
占比0.7%。

北京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主体为北京冬奥会赛
会志愿者保留产生。此外，共有19名残疾人
志愿者服务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北京冬奥组委为赛事工作人员、志愿者、合
同商服务保障人员等提供了良好的健康安全
保障、工作条件保障和多样化的发展培训，
为工作人员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赛事
筹办和举办期间，未发生雇佣童工、强迫劳
动、歧视等侵犯人权事件。

男性 女性 30岁以下 30-39岁 40-49岁 50岁以上

61%

18%

43%

29%

10%

39%

正式工作人员性别占比 正式工作人员年龄占比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期间工作人员构成
（单位：人）

北京冬奥会期间 北京冬残奥会期间

正式工作人员
合同商人员

短期补充人员
志愿者

18070

9354

18944

4853 1342

32535

63931531

健康安全保障

北京冬奥会筹办和举办阶段正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
奥组委于2021年10月25日共同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严格实施疫情防
控措施，提供良好的赛事医疗服务保障和职业健康安全保障，全面守护运动员、赛事工作人员、
媒体记者、观众等各方人员的健康。赛事期间，闭环内阳性比例仅为0.45%，所有阳性人员都得
到了有效治疗和良好照顾，没有发生聚集性、溢出性疫情，城市防控动态清零，疫情防控成效
显著。

《防疫手册》关键原则

疫苗接种
疫苗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保障赛事安全
举办的关键手段。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要求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
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
离，进入闭环管理。同时，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建议涉奥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加强
针，以应对当前全球疫情形式的复杂性。

闭环管理
从2022年1月23日至3月13日，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实施闭环管理，涵盖抵离、交
通、住宿、餐饮、竞赛、开闭幕式等所有
涉冬奥场所。在闭环内，参与者将只能在
冬奥会场地间活动，参加与本人训练、比
赛和工作等有关活动，在闭环内使用北京
冬奥会专用交通系统。

建立新冠联络官机制
《防疫手册》要求所有参加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的国际组织设置新冠联络官，用
于与本组织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确保相关
组织成员了解防疫手册内容，协助其完成
到达中国前各项准备工作，并做好疫情应
急处置等相关协调工作。

检测、追踪与隔离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闭环内人员
每日进行核酸检测，如检测和复检结果为
阳性，须接受隔离或治疗，并按照手册规
定的流调标准和密接判定标准，了解感染
者行踪轨迹尽快锁定密切接触者，采取果
断措施阻断传播链。

减少接触
在人群聚集、空气流通较差的空间，人员
密切接触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较大。《防
疫手册》规定要最大限度减少社交活动，
并时刻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密闭空间长时
间停留、人群聚集和密切接触。

提高卫生意识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涉奥人员全程
佩戴无呼吸阀的N95/KN95/FFP2	口罩或同
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宣传勤洗手、勤消
毒，尽可能使用免洗手消毒剂，提倡为运
动员鼓掌加油，替代唱歌和呐喊。建议尽
量避免使用共用物品，或在使用前进行消
毒。房间定期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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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首创“志愿者之家”

北京冬奥组委在每一个有志愿者服务的竞赛和非竞赛场馆设立“志愿者之家”，这也
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为志愿者设立专属场所。“志愿者之家”设置休息区、办公
区、文体活动区、学习研讨区、心理建设区、文化展示区等各具特色的功能分区，布
置冬奥日历、心愿寄语、绿植等装扮，为志愿者们营造了温馨舒适的学习、休息和团
建环境。春节和元宵节时，志愿者之家分别举办了包饺子和做灯笼、福字等活动；专
门设立了心理咨询室，为有需要的志愿者进行心理疏导。

国家体育馆志愿者之家

北京冬奥组委全过程、全覆盖、精细化地做
好工作人员生活保障、心理健康、宣传激励
等各方面工作；各场馆积极组织暖心主题活
动、提供心理咨询辅导、支持工作生活需
求、强化办公区和住宿区防寒保暖。为了满
足相关人员的文化和身心健康需求，在入驻
酒店设置了阅读区，提供羽毛球、台球等健
身场地，开设了心理健康咨询室。

北京冬奥组委为闭环内合同商的服务保障
人员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良好的饮食、

住宿和医疗条件，及慰问和紧急情况帮扶救
助，尽可能地为服务保障人员解决后顾之
忧。面向各领域服务保障人员的特殊工作需
求，为其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如
为场馆内保洁清废人员提供专业的防护装备
和疫情防控指引，为安保人员开展人权政策
和程序相关的专项培训，为交通服务人员合
理排班并安排备班驾驶员以保证其充分休息
和驾驶安全，为场馆建设工人设立“暖心驿
站”“职工之家”等保障场所。

餐饮服务保障人员接受综合培训

从2021年8月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1800余名餐饮保障人员，先后采用线上和线下实
操方式开展约97学时培训，内容包括北京冬奥会餐饮服务保障总体要求、餐饮原材料
供应保障、餐厨垃圾分类、食品安全供应、食品安全工作人员从业标准、餐饮疫情防
控与饮食营养知识、冬奥餐饮政策与餐饮管理信息系统、中西餐烹饪技能和冬奥常用
英语、残障人士服务技能培训等，提升了能力素质和业务服务保障水平。

人才发展培养  
北京冬奥组委会同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
联、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共同推进《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人才行动计划》
的落实，向竞赛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合同商人员等提供了多样化、有针对性的培
训，在保障人才发展提升的同时，为经济社
会长远发展留下人才资源。

北京冬奥组委建立通用培训、专业培训、
场馆和岗位培训等分阶段人才培养体系，
实现了全周期、连贯性培养人才。统筹实
施963个专业化培训项目，覆盖9万人次，
培养了办赛工作的中坚力量。

组委会在国家体育总局等单位支持下，先
后为冬季项目国内技术官员举办54个专业
知识与实战技能培训班，累计培养了4914
名赛道执裁人员。

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方面，支持各场馆业主
单位，大力开展制冷浇冰、造雪压雪、赛
道塑形、缆车操控等专业工种人员培养，先
后实施一系列境外赛事观摩、境外专题研
修、实战技能训练等人才培养项目。

依托奥运主办城市，多维度、多领域推进
医疗、餐饮、住宿、安保、交通等赛会保
障人员培训，共计2.1万人次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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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妥善安置赛区居民，保障居住环境和就业机会
北京市、张家口市政府高度重视北京冬奥会筹办对当地社区的影响，针对涉及征迁工作的延
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积极采取协商、安置、补偿、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保障拆迁居民合法
权益，改善征迁居民的居住和生活质量。此外，张家口赛区和延庆赛区两地政府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广泛的就业发展机会，并提升其就业能力。

居民搬迁安置

居民培训就业

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延庆区和张家口市政府
严格遵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房屋征迁、建筑
征地等政策法规，充分尊重所涉及群众的意
愿，共同协商确定了包括货币补偿、房屋安
置补偿、拆迁补助等征迁方案。河北省配套

张家口赛区和延庆赛区两地政府根据冬季体
育产业发展现状，制定了相关人员就业促进
计划，为当地居民提供广泛的就业发展机
会，并提升就业能力。

张家口市完善酒店、餐饮、民宿、商街等方
面的配套建设,	直接带动了当地就业。据测
算，北京冬奥会给张家口带来40万个就业
岗位，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其
中，作为冬奥核心赛区的崇礼区，每5人中就
有1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	直接或间接从事冰

实施了《崇礼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实施方案》，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基本养老
保险。		（具体措施和成果详见《北京冬奥会
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4.1.3	喜迎冬奥的
赛区居民）

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达3万多人	。

延庆赛区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奥运场馆群，冰雪
资源加速集聚，多家国际品牌酒店齐聚延庆，
“延庆人家”品牌民宿体系逐渐建立，“冰雪
+旅游”产业的发展为35万延庆居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为提升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
延庆区自2018年5月至2022年1月，累计7000
多人实现培训后就业，帮助全区1400多人“吃
上冰雪饭”	。

6.3
推广志愿服务，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北京冬奥组委的志愿者团体作为保障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传承奥运精神的重要服务保障力
量，向全世界展示了文明形象，将志愿服务精神弘扬到城市范围，实现“志愿服务促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向城市推广志愿服务

北京冬奥组委作为指导单位，支持北京市志
愿服务联合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多个相
关组织共同签署实施“通过北京冬奥会志愿
服务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志愿服务
合作项目，并邀请联合国系统专家围绕“志
愿服务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主题录制慕

为社会留下志愿服务人才队伍

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5
万人，包括在校学生、各界人士，还包括海
外志愿者申请人和残障人士等，最终录用约
1.8万名，涵盖体育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
务、新闻运行等41个业务领域。其中北京赛
区占比63%，延庆赛区占比12%，张家口赛
区占比25%；35岁以下的青年占比94%。北
京冬奥组委编制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激励工作指导意见》等，

建立了赛会志愿服务平台，开展通用培训、
专业培训、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等常态化
培训和交流，形成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的专业人才队伍，为社会留下了一批具
有志愿服务精神、大型赛会基础知识的志愿
者，并固化形成了面向不同具体工作，具有
一定专业技能知识的技能型志愿服务人才。
此外，有累计20万人次城市志愿者为北京冬
奥会服务。

课，向参与冬奥会的赛会志愿者和城市志愿
者提供培训，让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志愿北京”平台实名注册志愿者人数
也从2015年7月的300万人，增长到2021年12
月的449.3万人，实现城市志愿服务发展。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在场馆周边、冰雪运动场所、重要交通枢纽，以及重点
街道、社区共设置了758个城市志愿者站点，累计20万人次城市志愿者上岗服务北京
冬奥会。各城市志愿服务站点提供了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应
急救助、文化传播、环境保障、共建平安、助残服务等多种服务。

赛区的拆迁居民将得到合理安置，并成为冰雪运动产业快速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将保障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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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提升公众意识，促进平等包容
北京冬奥组委开展多样的可持续性知识宣传活动，发布《促进性别平等承诺》，推进无障碍知
识传播和环境建设，向社会积极传递绿色可持续的观念和“平等、尊重、理解、宽容”的奥林
匹克精神内核，起到良好社会效应。

宣传可持续性知识

促进性别平等

2022年3月，北京冬奥组委联合中国少年儿
童出版社推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
续性知识读本》，向广大青少年介绍北京冬
奥会筹办和举办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工作内容
和成果。此外，北京冬奥组委持续发布北京
冬奥会可持续性系列宣传片、研发“低碳冬

北京冬奥会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在促进性别
平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2022年2月3日，北
京冬奥组委发布《促进性别平等承诺》，依
据中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遵循《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战略目标和行动

奥”小程序、举办“绿动冬奥”青少年公益
行动等，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和参与到北京冬
奥的可持续性倡导中，获得技能、观念、文
化等方面的提升，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并正向影响身边的人。

要求，以及《国际奥委会性别平等和包容性
目标（2021—2024）》的基本原则，在4个方
面做出承诺，通过体育运动促进性别平等，
并倡导利益相关方践行此承诺，共同推动实
现性别平等和包容性社会建设。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知识读本》封面及内页

北京市和河北省两地政府持续组织开展各项
与北京冬奥会可持续相关的宣传文化活动，
北京市创新开展环保主题演讲比赛、摄影比
赛等活动，呼吁学生争做生态文明的实践者
和推动者；举办“践行绿色低碳	共建美丽家
园”迎冬奥社区宣传系列活动，鼓励社区居
民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张家口市持
续开展绿色奥运主题宣传活动，组织环保设

施公众开放日活动等，累计制作各类展板100
余块，印制生态环境、可持续低碳理念宣传
手册5万余册，发放环保购物袋及各类特色纪
念品1万余件，开展35场次环保设施公众开放
活动，向学生及社会公众大力普及低碳生活
知识，助力绿色冬奥理念在更大范围的传播
与普及。

开展校园冰雪运动知识宣讲活动 举办“绿动冬奥”青少年公益行动

积极推进健身示范点的公共设施和健身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努力打造广泛性的无

障碍空间，方便残疾人进行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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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无障碍意识

北京冬残奥会的举办对于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具有示范和牵引作用，使无障碍的概念在社会
不断延伸和发展。城市社会扶残助残的氛围在
北京冬残奥会的影响下越来越浓厚，通过建设
无障碍设施、宣传推广残疾人知识、建立无障
碍志愿监督员队伍等多种方式，推进包容平等
的思想深入社会，支持帮助残障人士充分参与
社会生活。北京冬奥组委在赛后组织编写《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中国方案》
图册，为北京、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无障碍观
念推进提供示范参考。

推进建设无障碍环境。北京冬奥会主办城市
积极做好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工作，建立健
全冬奥会城市运行体系，推动城市运行水平

显著提升。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无障碍指南》，为主办城市无障碍环境
的建设提供借鉴指导。自2019年起，北京和
张家口从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
所和信息交流方面大力推进无障碍环境的提
升。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无障碍环境规范
性、适用性和系统性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共改造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
所、信息交流等四个重点领域10.14万个点
位，精心打造100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
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和900
余个无障碍示范工程。张家口市共改造盲道
358.58千米，缘石坡道4422处，无障碍卫生
间680个，无障碍公共服务网站38个等。

平等参赛和平等公正的宣传。在国际奥委会
指导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奥委会密
切合作下，北京冬奥组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
女性运动员平等参赛，北京冬奥会成为历史
上女性参与比例最高、参与项目最多的冬奥
会。女性运动员参赛配额提升至历届冬奥会
最高，达45.4%；新增项目充分考虑女性运
动员平等参赛问题，新增女子单人项目2个、
男女混合/团体项目4个，全部109个小项中女
子项目达46个，男女混合/团体项目4个。北
京冬奥组委向媒体和持权转播商发放《国际
奥委会展现方式指南》中英文版本，呼吁媒
体和持权转播商避免使用带有基于性别的偏
见、刻板印象和社会规范的术语、叙述方式
和图片等，确保在所有形式的宣传和内容输
出中采用性别平等和公正的展现方式。实施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全国中小学
奥林匹克教育计划》，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
教学体系，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为男、女
中小学生提供平等参与冰雪运动的机会。

为运动员和相关人员提供安全的参赛环境。
北京冬奥组委遵循《国际奥委会保障运动员
和其他参与者在体育运动中免受骚扰和虐待
框架》的要求，倡导性别平等和包容性。北
京冬奥会赛时期间，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
个冬奥村的综合诊所专门设置了女性诊疗科
室和治疗室，为女性运动员、女性工作人
员、女性志愿者及有诊疗需求的女性人员提
供相关的诊疗服务。

促进领导岗位和工作人员的性别平等。北京
冬奥组委积极促进领导岗位和工作人员性
别平等，保持或提升女性人员比例。赛时
期间，正式工作人员中女性工作人员比例为
39%；女性赛会志愿者比例超过60%，女性
志愿者管理岗位比例为37%。

促进工作岗位的平等权益。北京冬奥组委严格
执行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政策规范，采取有
效措施保障女性员工和志愿者免受任何形式歧
视和伤害。在工作制度和政策方面加强对女性
员工的保障，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以畅通女性
员工关于歧视和伤害的汇报和投诉渠道，为女
性员工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相同岗位的女
性和男性员工有平等的工资薪酬；积极做好女
职工生育待遇保障，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
育儿假等制度，对处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员
工实施弹性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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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冬残奥理念。北京冬奥组委将残疾
人运动员纳入宣讲团，进入机关、学校、企
业等进行宣讲。编写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青少年知识读本（小学版和中学
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
人服务知识手册》，并推出6部视频短片，推
动冬残奥会知识普及，并对助残理念和服务
进行深度阐释。向学校免费发放15000余册
《残奥价值观教育(I'm	POSSIBLE)》中文版，
引导学生致敬并学习残奥运动员精神。北京
冬奥组委官网矩阵建设运行项目充分考虑到
无障碍技术的运用，遵循国际及国内标准，
进行无障碍网页设计，适用于盲用读屏软
件，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阅读模式，方便

残障用户获取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资讯。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带动2414
名残障人士成功报名冬奥冬残奥志愿者。	

全面加强助残服务。北京市建立“残疾人服
务示范中心”，为残障人士提供了“职业康
复、技能培训、职康劳动、托养服务”等多
方面的帮助；创建冬奥示范温馨家园并开展
形式多样的冬奥主题活动，提供助残服务，
打造残障人士社区活动的阵地	。张家口市打
造“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对外接待展示窗
口单位，扩大26个残障人士扶贫基地、辅助
性就业机构的带动能力，促进更多残障人士
享受工疗、农疗等各类高质量康复疗养，并
实现集中就业	。

6.5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提升公众健康福祉
北京冬奥会申办时，中国提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计
局《“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自北京冬奥会申办之初至2021年10
月，中国各地坚持“场地建设、人才培养、赛事举办”协同发力，大力推进冰雪运动的推广普
及，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积极性不断提高，居民参与过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46亿人，冰雪运动
参与率24.56%。

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

北京冬奥会掀起了全国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潮，有力促进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的
推广，促进了群体性冰雪运动更高质量发
展。2021年，北京市组织开展冰球、滑
冰、滑雪、冰壶等各类赛事活动以及公益
体验课、冰雪嘉年华、冰雪知识科学指导
大讲堂等冰雪活动，线上直播超200期的
冰雪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等专题节目，
共组织各级各类群众性冰雪活动5378场
次，吸引了530万人次参与，线上快乐冰
雪季关注量累计达到了17.9亿	。张家口
市扎实开展社区冰雪运动会、“冰雪大

篷车”、冰雪趣味运动会等活动，举办
冰雪文化宣讲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冰雪
运动，累计承办举办群众性冰雪活动超
过300项。

速滑爱好者参加什刹海冰雪嘉年华

推动奥林匹克理念和价值观广泛传承，在中国13亿公众中弘扬奥林匹克运动可

持续发展理念，激励公众养成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北京冬奥组委将致

力于整合多元利益，在亚洲传播奥林匹克理念和价值观，让冬季运动融入大众生

活；同时，开发中国和亚洲广阔的冬季运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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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冰雪知识普及

北京冬奥会始终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尽力、
共同享有”理念，实施《北京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青少年行动计划》和《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
划》，采取树立校园冰雪运动教育教学工作的
先进典型、丰富体育教学活动内容、开办各类
冬奥文化活动等多样的行动，为青少年参与奥
林匹克活动和冰雪运动搭建平台。截至2021
年底，全国范围内已认定835所奥林匹克教育

示范学校和2063所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在此基础上，计划到2025年继续
遴选建设5000所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
色学校。同时，开展“冰雪知识微课堂”“滑
向2022线上接力赛”，发布《冬奥知识小百
科》，举办“共迎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活动
等，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冰雪运动和
奥林匹克教育活动。

《冬奥课堂》系列直播课，带领青少年走进冰雪运动

《冬奥课堂》是由北京冬奥组委和中国教育报联合出品的冬奥系列视频节目，节目组邀
请教育和体育界嘉宾，解读冬奥，向青少年传递了冬奥会基础知识、冰雪运动科普、北
京冬奥会亮点等多样化的内容。节目的播出能够帮助青少年学生更好地感受奥林匹克精
神，理解奥林匹克文化，每期可吸引数十万观众线上观看，预告片段和直播回放可达到
百万浏览。

6.6
挑战、经验和启示
北京冬奥会赛事期间，正值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如何让冬奥会更好地为社会公众传递更多
可持续性理念、意识，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强公众的参与合作，成为促进冬奥会与
人的发展相结合，推进社会生活持续改善的关键。北京冬奥会充分利用其自身影响力，采取
多种形式，向社会开展多方面的可持续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冬奥活动，了解冬
奥会可持续性理念和成果，并积极向更多的人传播。此外，北京冬奥会还利用办赛的机会，
努力为社会有关人员提供帮助，推动京张两地赛区居民获得职业技能培训，使居民在家门口
吃上冰雪饭，抓牢雪饭碗，利用志愿者的招募与使用，推广志愿服务精神，为社会留下弥足
珍贵的无形资产。

北京团市委组织开展“青力冬奥”品牌活动，面向青少年普及冰雪知识

北京团市委推出“青力冬奥”原创品牌活动，通过“感召力”“行动力”“凝聚
力”“创造力”四个维度，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广泛参与到冬奥服务保
障行动当中。活动自开展以来，组织冬奥宣传、冬奥知识宣讲近600场，开展新青年冬
奥体验、“红领巾爱首都”冬奥冰雪体验营、冬奥吉祥物绘画、冰雪嘉年华等各类主题
活动1000余场，组织59个国家的36个国际组织和中外青年参与“共迎未来”国际青年
交流营。活动最终辐射各类青少年群体300万余人，营造了喜迎冬奥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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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几十年来，中国持续推动经济、社会朝着更可持
续方向转型。北京冬奥会在可持续性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创新
成果的集中展示，向全世界呈现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也为全社
会留下了宝贵可持续性遗产。

建立了高效务实的可持续性管理机制

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市、河北省等两地主办城市政府紧密合作，制定了系统性的
可持续性规划和管理机制，在此基础上，融合三个国际标准，建立覆盖全业务领
域和全过程的可持续性管理体系，使场馆建设运营单位、赞助商、供应商、社区
等重要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共同推动落实北京冬奥会的可持续性。这一管理机
制高效务实，简单易行，为其他组织及大型活动的可持续性管理提供了可操作、
易执行的参考。

形成了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的“北京标准”

北京冬奥组委在筹办过程中，围绕可持续性管理、绿色场馆、可持续采购等工
作，先后制定了可持续性管理工作方案、场馆可持续性指南、可持续采购指南等
系列工作标准，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工作体系，将
可持续性融入场馆规划、建设、运行和赛后利用全过程，融入采购全流程，融入
筹办和举办工作的方方面面。目前在北京冬奥组委的主导下，已经转化成为北京
市地方标准《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DB11/T	1892-2021），国家标准也
正在制定。这些都为其他大型活动开展可持续性工作提供了指导依据，以标准创
新助力大型活动和城市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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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主要可持续性承诺及成果

申办承诺 关键成果

于2018年10月11日成立由26位专家组成的可
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专家通过赛区调
研、工作研讨、可持续性工作监督等方式，为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建言献策、实施监督

北京冬奥会新建场馆100%获得绿色建筑认证
（新建冰上场馆和三个冬奥村获得绿色建筑三
星级，新建雪上场馆获得绿色雪上运动场馆三
星级），改造场馆获得既有绿色建筑二星级

通过搭建动物通道、布设人工鸟巢、减少夜间
施工、照明、控制噪音、营造原生态栖息地等
措施，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监测到的野生
鸟类物种增加，兽类物种持平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理念，采用了符合最
高环保标准、更高效节水的智能化造雪系统，
实现节水20%；雪上场馆建设塘坝和蓄水池，
通过赛区内的沟道最大限度地汇流收集储存天
然降水、地表径流、融雪水等，为雪道建设和
绿化养护提供用水保障，打造水资源收集、处
理、再利用的海绵赛区

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分别实现生态修复面积
216万平方米、45.4万平方米
延庆赛区近地保护灌木11027株，迁地保护乔
木24272棵

北京冬奥会对5个北京2008年奥运会场馆（即
国家游泳中心、首都体育馆、国家体育馆、国
家体育场、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改造升级，
国家速滑馆则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临时场
馆和保留场地进行建设

北京冬奥会场馆100%按照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过程中实行可持续性措施监理制度，赛事
期间实行可持续性合规监控

设立可持续发展咨询与建议委员会，邀请
第三方参与，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所有新建场馆采用高标准的绿色设计和
施工

项目建设过程中尽量控制影响野生动物生
存与发展的不利因素，尽可能减少对动物
栖息地的破坏

在场馆设计、建设、运行及赛后利用的各
个阶段，充分考虑节水和水资源回收利用
的要求

全面推行“无痕山林”的理念，在场馆邻
近区域开展生态修复项目

充分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遗产，包括
现有竞赛场馆的利用

所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均需要在可行性研
究或初步设计阶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贡献了大型体育赛事可持续性的先进技术与优秀案例

北京冬奥会在充分利用现有场馆、建设绿色场馆、保护生态环境、推行可持续采购、实现碳
中和、推动公众参与、促进区域发展等领域创新探索，涌现出了若干优秀实践，如双奥场馆
改造、二氧化碳制冷技术的应用、绿色能源供应及绿电交易、保护小区建设、赛区生态修
复、京张高铁及绿色交通体系、冰雪产业发展、志愿服务推广、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等等。
北京冬奥会带来的技术创新与实践创新，可复制应用到其他大型活动之中，为全社会开展可
持续性实践、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以及实现碳减排碳中和目标提供了良好范例。

培育了一批具有可持续性意识和能力的专业人才和供应商

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工作人员、合作伙伴、合同商、场馆建设者等各个群体的参与者，积极开
展可持续性技能培训和知识普及，使得可持续性理念深入人心，不仅保障了北京冬奥会各项
工作的有效落实，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可持续意识和能力的专业人才和供应商，其将在赛后
持续发挥可持续性影响力。

提升了公众可持续性理念

北京冬奥组委利用北京冬奥会的巨大影响，面向公众持续开展可持续性宣传与沟通，推动可
持续性理念的社会传播，为提升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性生产和消费意识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方
面，北京冬奥会开展的可持续性宣传沟通为全社会推广普及可持续性理念提供良好范本，另
一方面，公众可持续性意识的提升也成为重要的遗产，进一步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冬奥会虽然已经结束，但可持续性理念已融入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北京冬奥会
场馆已经面向公众开放，实现多元化运营发展；北京冬奥会的可持续性标准和经验也逐步在
其他领域推广应用，实现多维度价值转化；越来越多的公众正在共享冬奥可持续遗产成果、
共行可持续生活方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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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承诺 关键成果

发布并实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碳
中和实施方案》，通过林业碳汇、合作伙伴赞
助和碳普惠制三种方式实现碳中和：林业碳汇
1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合作伙伴赞助60万吨
二氧化碳当量

充分利用冬奥场馆设施和冰雪、文化、森林、
草原等资源，加大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促进冰雪旅游、体育文化、会议展览等产业的
蓬勃发展

充分听取意见，依法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
2017年底前完成全部赛区被征迁农民养老保险
办理；积极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加
强外联，拓展培训形式;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为被征迁农民等人员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赛事期间，北京市、张家口市PM2.5平均浓度
分别为36微克/立方米和20微克/立方米，均达
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发布并实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
碳管理工作方案》，构建北京冬奥会温室气体
核算方法学，聘请权威第三方碳评估机构对碳
核算全过程进行评估

通过柔性直流电网运行和绿电交易机制，场馆
赛时常规用电需求100%使用光伏发电、风力
发电等产生的可再生能源

场馆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垃圾都将被回收和
再利用，餐厨垃圾用于堆肥，场馆污水全
部进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和回用

建立基于林业碳汇的北京冬奥会碳排放
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参与冬奥会人员的
碳排放中和机制

北京冬奥会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大力发
展体育文化、旅游休闲、会议展览等产业

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张家口市当地政府将
充分尊重所涉及群众的意愿，保障被征地
农民的合法权益

2022年北京市和张家口市赛时空气质量达
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建立北京冬奥会碳排放评估和管理机制

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为照明、场馆运行和
交通提供电能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期间，固体
废物均进行无害化处理，三个赛区产生污水全
部经污水处理后排放

北京
赛区

国家游泳
中心

国家速
滑馆

首都体
育馆

北京冬奥
村/北京冬
残奥村

首钢滑雪
大跳台

国家体
育馆

五棵松体
育中心

游泳、跳水和
花样游泳	

/

排球

/

/

体操、蹦床、手
球和轮椅篮球

篮球、棒球

冰壶

速度滑冰

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

冬奥村

单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

冰球

轮椅冰壶

/

/

冬残奥村

/

残奥冰球

/

赛区 赛后利用 场馆/场
名称 

北京冬奥会
竞赛项目/用途

北京冬残奥会
竞赛项目/用途 

北京2008年奥运会、
残奥会竞赛项目 

设立“世界冰壶学院培训中
心”、举办国际冰壶赛事及系列
冰壶培训等，共同促进冰壶运动
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成为国际滑联卓越中心，常年举
办各种冰上赛事，广泛开展群众
冰雪运动，将成为北京市民参与
体育运动的多功能场馆，打造成
为集“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
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益”
五位一体的多功能冰上中心

除保障国家队日常训练外，还将
承办各类高水平冰上体育赛事，
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放，成
为公众冰上训练基地和冰雪运动
体验中心

转型成为公租房人才公寓，满足
部分群众住房需求

将成为中国国家队和国家青少年队
训练基地，也将承办各类国际国内
赛事。同时，也将对公众开放，
打造冬季冰雪嘉年华等全民健身
和大众体验项目；除冬季以外，
也将开发其他三季体育、文化和
商业主体活动，实现大跳台的四
季运营

将在“以体为本”的基础上，完
善体育、文化、旅游业务，积极
开展大型文体活动、科技娱乐沉
浸式体验、青少年综合培训等	

融合了篮球、电竞、文化展演、
休闲、餐饮、商业等，成为城市
新地标

表 2  场馆赛后利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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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
赛区

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

国家雪
车雪橇
中心

延庆冬奥
村/延庆
冬残奥村

/

/

/

高山滑雪

雪车、钢
架雪车、
雪橇	

冬奥村	

残奥高山
滑雪

/

冬残奥村

赛区 赛后利用 场馆/场
名称 

北京冬奥会
竞赛项目/用途

北京冬残奥会
竞赛项目/用途 

北京2008年奥运会、
残奥会竞赛项目 

将依然作为高山滑雪赛事的举办
地，并为中国高山滑雪国家队和
其他专业滑雪队提供训练场地。
在满足专业性质比赛和训练的前
提下，该区域还将在冬季向高级
别大众滑雪爱好者开放，非雪季
时期作为山地观光和户外运动场
所。依托南区训练赛道，赛后建
成大众雪场，面向最广大群众提
供舒适且富有趣味性的滑雪运动
场地，充分发挥奥运会场地的经
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赛后将继续作为比赛场地，用于
承接和举办各类高级别相关赛
事，同时为国家队提供专业的训
练场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赛
道预留大众体验出发口，便于赛
后大众在专业安全保障情况下体
验雪车雪橇项目，增加大众雪车
雪橇娱乐体验项目、补充休闲娱
乐空间，打造兼具大型赛事举办
与大众休闲体验双重属性的特色
场馆

赛后将被改造成为由国际知名酒
店管理集团管理的山地度假酒
店，建立独具冬奥特色的、以深
度户外运动体验为主题的高品
质四季度假目的地，服务全民健
身、休闲旅游；还将为参赛、训
练的运动员提供相应的配套保障
服务

张家口
赛区

云顶滑雪
公园

国家越
野滑雪
中心	

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	

/

/

/

单板滑
雪、自由
式滑雪

越野滑
雪、北欧
两项

跳台滑雪、
北欧两项	

残奥单板
滑雪	

/

/

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 /冬季两项

残奥冬季两
项、残奥越
野滑雪	

张家口冬奥
村/张家口
冬残奥村	

/冬奥村	 冬残奥村	

赛区 赛后利用 场馆/场
名称 

北京冬奥会
竞赛项目/用途

北京冬残奥会
竞赛项目/用途 

北京2008年奥运会、
残奥会竞赛项目 

将坚持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为
基础，以丰雪常冬、清爽夏日的
物候景观为特色，以冰雪运动和
山地度假为核心竞争力，打造集
运动、休闲、会议、度假为一体
的山地型旅游度假区

其所在区域将改建成山地公园，
冬季可举办冰雪小剧场、雪地摩
托车等；夏季可转换为森林剧
场，举办山地音乐会；设立马
术俱乐部，打造马术训练场；并
且依托3公里长的冰玉环，开展
“崇礼跑”、自行车表演等文化
体育活动

赛后打造成集高端会议、休闲体
验于一体的商务旅游特色区域。
滑道部分在冬季将保留原有滑雪
功能，能够提供赛事和专业训练
相关服务，夏季可在滑道种草，
设置与滑草相关的娱乐项目

赛后将保留部分功能用房和赛
道，冬季在满足国家体育专项训
练和赛事的同时，打造适合儿童
及青少年的滑雪培训和冰雪体
验基地；夏季打造成户外活动
中心，增设自行车越野、配套餐
饮、小剧场等娱乐类项目和设施

赛后作为酒店式公寓及康养中心
运营。酒店式公寓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运动员、俱乐部、个人和团
体等提供短期和长期客房租赁服
务，康养中心将依靠冬奥村设施
为运动员等各类人群提供训练、
测试和康复等方面的服务，同时
开展体育科学研究相关活动，还
将结合太子城遗址公园开展文化
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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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证书 GRI 指标索引

GRI指标索引 113

GRI内容索引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们的报告如何符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我们选取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息息相关的指标进行披露。

指标编号和描述 位置 注解
GRI 1：基础
GRI 2：一般披露

组织及其报告做法

管治

活动和工作者

利益相关方参与

2-1组织详细情况

2-2纳入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实体

2-3报告期、报告频率和联系人

2-4信息重述

2-5外部鉴证

2-9管治架构和组成

2-12在管理影响方面，最高管制机构的监督作用

2-13为管理影响的责任授权

2-14最高管制机构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作用

2-16重要关切问题的沟通

战略、政策和实践

2-22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声明

2-23政策承诺

2-24融合政策承诺

2-25补救负面影响的程序

2-26寻求建议和提出关切的机制

2-27遵守法律法规

2-28协会的成员资格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2-6活动、价值链和其他业务关系

2-7员工

2-8员工之外的工作者 

2-29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

北京冬奥会概况

北京冬奥会概况

关于本报告

3.1创新低碳管理模式

验证声明

北京冬奥会概况

数说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

数说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

1.1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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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4减少能源消耗

302-5产品和服务的能源需求下降

305-1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

305-2能源间接（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

305-3其他间接（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

305-4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305-5温室气体减排量

306-1废弃物的产生及废弃物相关重大影响

306-2废弃物相关重大影响的管理

306-3产生的废弃物

306-4从处置中转移的废弃物

306-5进入处置的废弃物

304-1组织在位于或邻近保护区和保护区
外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拥有、租赁、
管理的运营点

304-2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物多样性的
重大影响

304-3受保护或经修复的栖息地

303-1组织与水作为共有资源的相互影响

303-2管理与排水相关的影响

303-3取水

303-4排水

303-5耗水

3.2碳减排措施

3.2碳减排措施

3.1创新低碳管理模式

3.1创新低碳管理模式

3.1创新低碳管理模式

3.1创新低碳管理模式

3.2碳减排措施 

2.5固体废物管理

2.5固体废物管理

2.5固体废物管理

2.5固体废物管理

2.5固体废物管理

2.4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4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4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4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4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3保护赛区生态环境

2.3保护赛区生态环境

2.3保护赛区生态环境

GRI 302能源

GRI 303水资源和污水

GRI 304生物多样性

GRI 305排放

GRI 306废弃物

指标编号和描述 位置 注解
GRI 3：实质性议题 

经济

环境

指标编号和描述 位置 注解

302-1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302-2组织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3.2碳减排措施

3.2碳减排措施

GRI 302能源

GRI 201经济绩效

GRI 207税务

GRI 202市场表现

GRI 204采购实践

GRI 203间接经济影响

3-1确定实质性议题的过程

3-2实质性议题清单

202-1按性别的标准起薪水平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之比

202-2从当地社区雇佣高管的比例

207-1 税务方针

207-2 税务治理、控制及风险管理

207-3与税务关切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及管理

204-1向当地供应商采购的支出比例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GRI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203-1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性服务

203-2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1可持续性管理

数说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

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100%

详见《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详见《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详见《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4.1制定可持续采购规则

1.可持续性管理、2.保护生态环境、3.1 创新低碳管理模式

5 促进区域发展、附表1 主要可持续性承诺及成果

1 可持续性管理、附表1 主要可持续性承诺及成果

4.1制定可持续采购规则

1.可持续性管理、附表1 主要可持续性承诺及成果

2.1利用现有场馆和基础设施、5.1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5.2推进冰雪产业与旅游业发展、2.7场馆赛后利用



指标编号和描述 位置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GRI 403职业健康与安全

403-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03-2危害识别、风险评估和事件调查

403-3职业健康服务

403-5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培训

GRI 405多元化与平等机会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1.可持续性管理、6.加强公众参与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4提升公众意识，促进平等包容

6.4提升公众意识，促进平等包容

未发生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6.4提
升公众意识，促进平等包容

社会

308-1使用环境评价维度筛选的新供应商 4.1制定可持续采购规则、4.2实施可持续采购

GRI 308供应商环境评估

405-1管治机构与员工的多元化

403-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覆盖的工作者

403-10工作相关的健康问题

405-2男女基本工资和报酬的比例

403-4职业健康安全事务：工作者的参与、
意见征询和沟通

403-7 预防和减缓与业务关系直接相关的
职业健康安全影响

GRI指标索引 117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后）116

注解

4.3可持续采购影响评估

GRI 409强迫或强制劳动

409-1具有强迫或强制劳动事件重大风险的
运营点和供应商

GRI 408童工

408-1具有重大童工事件风险的运营点和供
应商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GRI 414供应商社会评估

GRI 418客户隐私

418-1涉及侵犯客户隐私和丢失客户资料的经证实的
投诉 未发生

5.促进区域发展、6.2妥善安置赛区居
民，保障居住环境和就业机会

5.促进区域发展、6.2妥善安置赛区居
民，保障居住环境和就业机会

无

GRI 413当地社区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2妥善安置赛区居民，保障居住环
境和就业机会

4.3可持续采购影响评估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未发生

GRI 410安保实践

410-1接受过在人权政策或程序方面培训的安保人员

GRI 411原住民权利

GRI 406反歧视

406-1歧视事件及采取的纠正行动

指标编号和描述 位置

413-2对当地社区有实际或潜在重大负面影响的运营点

414-1使用社会评价维度筛选的新供应商

GRI 416客户健康与安全

G3-3实质性议题的管理

416-1评估产品和服务类别的健康与安全影响

416-2涉及产品和服务的健康与安全影响的违规事件

411-1涉及侵犯原住民权利的事件

注解

413-1有当地社区参与、影响评估和发展计划的运营点

403-6促进工作者健康

401-3育儿假

401-2提供给全职员工（不包括临时或兼
职员工）的福利

401-1新进员工雇佣率和员工流动率

6.4提升公众意识，促进平等包容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6.1保障人员权益，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GRI 401雇佣

308-2供应链的负面影响以及采取的行动 4.1制定可持续采购规则、4.2实施可持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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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声明

验证声明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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