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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
王君宝 吴书光）1月27日，参加第
二十四届冬季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
表团正式成立。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
人数为387人，其中运动员176人，
教练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工
作人员 164 人，团部工作人员 47
人。北京冬奥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历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冬奥会。

176名运动员中，女运动员87
人，男运动员89人。共有藏族、维

吾尔族、满族、回族等9个少数民
族运动员20人。代表团运动员平
均年龄25.2岁，年龄最大的37岁，
为男子冰球队员叶劲光；年龄最小
的 17岁，为男子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何金博及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
彭清玥。

131名运动员为首次参加冬奥
会，徐梦桃、贾宗洋、齐广璞、蔡雪
桐、刘佳宇将第四次参加奥运会，是
代表团中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运
动员。

教练员共 78 人，包括来自美
国、加拿大、俄罗斯、法国、日本等19

个国家（地区）的51名外教。
当2015年北京获得2022冬奥

会举办权时，中国在109个小项中
约有三分之一的项目从来没有开展
过；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中国
队的参赛项目约占项目数量总数的
一半。

本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完成了北
京冬奥会全部7个大项、15个分项
的“全项目参赛”任务，共获104个
小项194个席位的参赛资格（含4个
需通过北京冬奥会其他小项成绩再
确认的“赛中赛”小项），占全部109
个小项的95.4%。与平昌冬奥会我

运动员参加5个大项12个分项53
个小项相比，增加了冰球、雪橇2个
大项，北欧两项等3个分项，速度滑
冰女子5000米等47个小项，参赛
小项、运动员数量均大幅提升。

在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夺得的
13枚金牌中，有12枚出自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项目。在
北京冬奥会上，这三个项目的代表
队有望“三箭齐发”，继续担任中国
军团争金夺牌的主力军。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
者岳冉冉 赵旭）北京冬奥会北京、
张家口、延庆三个赛区的冬奥村27

日正式开村。
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6支国家

队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及入村流
程，安全、顺利进驻北京、延庆、张家
口三个冬奥村，即将有序开展各项
适应性训练。

当日，北京冬奥村迎来了20多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超过300名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入住。据悉，在
冬奥会期间，北京冬奥村将接待44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近1700名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者马锴 胡佳丽）北京冬奥组委
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灏宁27日介
绍，截至当日凌晨3时，上线两天的

“北京2022云展厅”访问人次超过
12万，累计点击量达到86万。

“北京2022云展厅”是奥运会
首次为合作伙伴开设线上展厅，于
25日正式上线。为帮助更多人了解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并给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合作伙伴搭建展示平台，
北京冬奥组委打造了中英双语的24
小时“云展厅”，该服务将涵盖整个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周期，吸引了

22家合作伙伴参与。
与“云展厅”同步上线的还有

北京冬奥组委打造的“云上超级商
店”。为提升消费者体验，“云上超
级商店”设立了“冬奥精品”“夺冠
热门”“中国加油”等导购板块，并
提供定制个人专属冬奥卫衣和帆
布包的服务。

据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
特许经营管理处处长郭磊介绍，北
京冬奥会特许经营计划共征集了
29家特许生产企业，开发了16个
类别的5000余款特许产品供消费
者选购。

中国人常用“吃饱饭不想家”
来安慰作客他乡的旅人。这句话
同样适用于正在北京和张家口参
加2022北京冬奥会的外籍人士。

对于这些为参与北京冬奥会
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来
说，在主媒体中心吃饭可不仅仅是
吃饱这么简单，最令他们印象深刻
的就是机器人负责掌勺和上餐的
智慧餐厅了。

“我对这个（智慧）餐厅印象太
深刻了，食物味道很棒，机器人炒
菜、上菜，全部实现智能化，而且非
常高效，吃饭不用等待，全过程不用
手去接触，干净又卫生。”国际广播
中心保障人员马蒂努斯·盖曾说。

盖蒂图片社技术人员卡索斯·
卡托波蒂斯说：“我尤其喜欢头顶这
部传送云轨。我觉得它非常酷，因为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机器，但是没有用
于餐饮，听说这样的机器人还用在了
中国普通的餐馆里，太不可思议了。”

刚刚抵达北京的美联社记者
杰伊·洪对酒店提供的早餐也赞不
绝口，“很棒、很好吃”。不过，他最
满意的还是住宿条件，“我的酒店
房间甚至比我的公寓还好”。

开往北京各场馆、酒店和主媒
体中心的班车也因“准时”“方便”
而得到肯定。德国奥委会工作人
员菲利普·哈珀策特尔是第一次来
北京，他觉得“大巴车很方便，也很
干净”。不过，哈珀策特尔更希望
能乘坐出租车，“因为更灵活”。

美国队的工作人员布里克·比
尔用了三个“很好”概括了他对北
京冬奥会的印象。“整体的安排很
好，一切都运行得很好，我过得非
常愉快。在这里接触到的人也都
很好，非常友好、非常棒！”

不过，外籍人士最感兴趣的其
实还是设在主媒体中心二层的中
医药文化展示空间。

“打一套太极拳可抽取盲盒礼

物，”这个广告吸引了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乔治娅·洛德和同事的目光，她
们跟着AI大屏打了一套陈氏九式太
极拳，两分钟后，竟微微出汗。“‘以柔
克刚’‘以静制动’这两个词很有趣，在
北京期间，我要学会这套太极，”洛德
说。

据展区工作人员肖雁贞介绍，
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1月5日开放
以后，每天都有近百名游客到访，
不少外籍人士还会反复回来，了解
中医药知识、抽取更多盲盒，甚至
当起了其他外籍人士的“讲解员”。

记者翻看盲盒领取名册发现，
来自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英国广
播公司、朝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中
医药文化展示空间的常客。“除了了
解中医药文化、学习太极，还有西班
牙人专门询问过能否在这里接受针
灸治疗。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医的
兴趣和认可。”肖雁贞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
者吴书光 姬烨）国际奥委会和北京
冬奥组委近日宣布，根据防疫手册
要求，北京冬奥会奖牌得主在领奖
时可以短暂摘下口罩并留影纪念。

根据最新科学分析，颁奖仪式
做出一些调整，如奖牌得主可以短
暂摘下口罩拍照，这既可以分享运
动员的喜悦，也能够帮助媒体记录
运动员职业生涯最珍贵的瞬间。

这一规定从26日生效，具体要

求如下：从颁奖仪式开始到站到领
奖台后面，运动员一直佩戴口罩，
在看到指示牌时摘掉口罩，并登上
领奖台领取奖牌和吉祥物。国歌
播放结束后，指示牌会提示运动员
重新戴好口罩，随后可以一起站在
金牌领奖台上合影直至离开领奖
台。颁奖仪式结束后，在与媒体和
其他奖牌得主保持社交距离的前
提下，运动员可以摘下口罩拍摄个
人或团队照片。

走近冬奥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冬奥村昨日正式开村 中国代表团开始进驻

体验智慧餐厅、点赞中医盲盒
——外籍人士盛赞北京冬奥会“衣食住行”

北京冬奥会允许运动员
在领奖台短暂摘口罩

奥运史上首个“云展厅”
上线两天访问人次超12万

北京冬奥会标志性景观建筑“海陀塔”于本月25
日在北京延庆正式竣工亮相。该建筑在120米塔顶
装设巨型奥运五环标志。图为1月26日拍摄的亮灯
的海陀塔。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海陀塔
亮了！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设立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的北京赛区冬奥会颁奖
广场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和流程彩排。图为1月27日晚间，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在参加颁奖流程演练。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颁奖流程
挑灯夜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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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本队选手大迫勇也（中）在中国队球员
王燊超（前左）的防守下射门。 新华社发

中国男足0：2不敌日本
世界杯出线基本无望

我国登记在册
个体工商户1.03亿户
实现历史性突破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赵文君）我国
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迈上1亿户台阶，实现历史
性突破。截至202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
户已达1.03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
其中，九成集中在服务业，主要以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和居民服务等业态为主。

这是记者27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的。尽管受到近两年来疫情影响，但个体工商户
总体发展平稳。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2021年
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1970.1 万户，同比增长
17.2%，超过了从2012年到2021年年均11.8%的
增速。

“2021年个体工商户新设退出比为100：50，
与近几年数据基本持平，并未出现大规模市场退
出潮。根据调查显示，个体工商户平均从业人数
为2.68人，以此推算，全国个体工商户解决了我
国2.76亿人的就业。”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蒲淳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
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达到1.54亿户，同比增长
11.1%。在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下，我国市场主体
总体质量得到提升，2021年企业活跃度基本保持
在70%左右。

从各类市场主体的情况看，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住宿和餐饮业加速恢复，2021年新设市场主体
305.9 万户，略超 2019 年 304 万户的水平，较
2020年增长14.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加速恢
复，新设市场主体52.3万户，同比增长44.1%，远
超2020年同比增长0.4%的水平。

外商投资企业延续了2020年下半年以来企
稳回升的发展态势，2021年新设6.1万户，同比增
长23.3%，充分显示出我国营商环境改善和超大
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首次破10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于佳欣 王雨
萧）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其
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
10.8万亿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他介绍，2021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为24.5%，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
贡献率为23.6%。网络零售市场保持稳步增长，
成为稳增长、保就业、促消费的重要力量。

高峰说，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情况，2021年
我国网络零售市场呈现几大特点——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健康、绿色、高品质商品
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家居智能设备
销售额同比增长90.5%；智能腕表、智能眼镜等智
能穿戴用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6.3%、26.8%。
户外用品销售额同比增长30.8%，其中帐篷、滑雪
装备、冲浪潜水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57.0%、
55.2%、39.2%。有机蔬菜销售额同比增长
127.6%。不少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遗特
色产品成为新的国潮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39%。

服务业电商创新发展势头强劲。高峰介绍，
在线餐饮整体增速加快，销售额同比增长30.1%，
增速比上年提高27.9个百分点。在线文娱市场
快速恢复，在线文娱场次数同比增长1.2倍。

农村电商有效助力乡村振兴。2021年全国
农村网络零售额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
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221 亿元，同比增长
2.8%。

跨境电商平稳较快发展。海关数据显示，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
其中出口1.44万亿元，同比增长24.5%。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带动作用明显，有力推动跨境电商
平稳较快发展。

据新华社东京1月27日电（记者肖世尧、王
子江）在27日进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
赛B组第七轮比赛中，中国男足全场被动，在埼玉
体育场客场0：2不敌日本队，晋级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基本无望。

B组另一场比赛中，澳大利亚队4：0击败越
南队。目前日本队积15分排名小组第二，澳大利
亚队积14分排名小组第三，中国队积5分排名小
组第五。

根据规则，12强赛每个小组前两名将直接晋
级卡塔尔世界杯，第三名获得参加附加赛的机
会。在比赛还剩三轮的情况下，中国队已无法进
入小组前两名，以第三名身份获得附加赛资格也
仅剩下理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