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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 精彩绽放

三足鼎立 全面开花
庆新年，上冰雪，迎冬奥，用冰雪运
动点燃生活，冰雪主题游不断升温。随
着冬奥会的临近，北京掀起了全民冰雪
运动的热潮，北京市属公园 4 处雪场 7 处
冰场，为市民游客提供了25项冰雪活动，
人们纷纷走进滑雪场、滑冰场。同程旅
行大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全国冰雪世界
类景区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 220%，滑雪
场周边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 140%，滑雪
场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10%。
中国冰雪旅游“向内而生”，精彩绽
放。尽管有疫情影响，但是在北京冬奥
会、冰雪出境旅游回流、旅游消费升级
以及冰雪设施全国布局等供需刺激下，
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从 2016-2017 冰
雪季的 1.7 亿人次增加至 2020-2021 冰
雪季的 2.54 亿人次，预计 2021-2022 冰
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将达到 3.05
亿人次，中国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达
到 3233 亿元。
《报告》指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中国冰雪旅游重构了“三足鼎立、两
带崛起、全面开花”的空间新格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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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新年伊始，冰雪旅游成为最火的出游主
题。记者从同程旅行、驴妈妈旅游等多家在线旅
游平台了解到：元旦期间，冰雪旅游相关的景
区、酒店接待人数大幅增长。许多市民游客走进
滑雪场、走上冰道，用冰雪运动开启新的一年，
感受别样的冬日旅游乐趣。
1 月 5 日，在 2022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上，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 和 2022 年冰雪经典创新项目、冰雪时尚创
新项目和热门冰雪旅游景区 （度假区）。从 2015
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今，“三亿人上冰雪”已
从宏伟蓝图变成了现实画卷，冰雪旅游成为助力
“三亿人上冰雪”的示范产业，冰雪旅游满足了游
客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冷极村等；阿勒泰融合传统冰雪文化
和现代冰雪文化，实现冰雪观光度假
协同发展；沈阳打造冰雪和温泉的
“冰火”双品牌；伊春推进森林与冰雪
观光的精品化；张家口打造奥运文化
体验地和滑雪产业集群。

2022年热门冰雪旅游景区
2022
年热门冰雪旅游景区（度假区
度假区）
）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黑龙江哈尔滨）：
不负冰雪不负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每个冬季爱的邀约。

2 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 （黑龙江哈尔滨）：

多业融合 创新发展

34 载冰雪之爱，乘着雪雕，开启未来。

3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黑龙江哈尔滨）：

足鼎立”是指东北地区、京津冀、新疆三
个区域，其中，东北地区蕴含着到 2025
年达 3 亿冰雪旅游人次、5000 亿元收入
的市场潜力，京津冀蕴含着到 2025 年达
1 亿冰雪旅游人次、2500 亿元收入的市
场潜力，新疆蕴含着到 2025 年达 1 亿冰
雪旅游人次、2000 亿元收入的市场潜
力。
“ 两带崛起”是指以西藏、青海为代
表的青藏高原冰雪观光旅游带和以川
贵鄂为代表的中西部冰雪休闲旅游带，
这两带均蕴含着到 2025 年实现 5000 万
冰雪旅游人次、1000 亿元收入的市场潜
力。
“全面开花”则是指全国各地均形成
了冰雪旅游亮点，都不同程度通过科
学、艺术、运动、旅游等相结合的手段实
现了冰雪休闲旅游产品的供给。

冬奥激发 冰雪刚需
从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今，中国
冰雪旅游实现了从 0 到 1、从北到南、从
小到大、从冬季到四季、从规模到品质、
从小众竞技运动到大众时尚生活方式、
从冷资源到热经济的升级。冰雪旅游
的快速发展，跃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脉
搏，向世界描绘着美丽中国的好风景。

冰雪旅游让寒冷成为一种产业资
源，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天寒地冻
成为一种旅游场景，让美丽风景转换成
为美好生活。
《报告》指出，北京冬奥会
激发了老百姓冰雪旅游的刚性生活需
要。发展冰雪旅游，良好生态环境下的
美丽风景是基础，而冰雪目的地的美好
生活决定了游客来了后能否留下来。
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专项调查显
示：有 90.1%的中国百姓曾经以不同形
式体验过冰雪旅游，每年有 63.3%的人
体验过 1 至 2 次冰雪旅游，每年有 24.8%
的人体验过 3 至 4 次，这说明中国正在
从冰雪旅游体验阶段进入冰雪旅游刚
性生活需求阶段，常态化重复消费正在
成为越来越多人群的选项。68.4%的游
客十分确定会受北京冬奥会影响增加
冰雪旅游的次数。
中国冰雪旅游的吸引力愈发强
劲，许多目的地将本地文化与冰雪资
源禀赋相结合，形成冰雪旅游的特色
品牌，满足游客的多样需求。比如，
哈尔滨坚持传统冰雪文化产品化、品
牌化，推进冰雪与艺术融合发展；呼
伦贝尔将民族风情与冰雪融合，发展
冰雪那达慕、冰雪专列、驯鹿部落、

在疫情偶发态势影响下，游客目前
更愿意近距离体验冰雪旅游。
《报告》指
出，
“小区域、弱消费、高频次、旅游本地
生活化、服务自助化、冰雪观光和滑雪
休闲度假并重”成为冰雪旅游市场结构
调整的趋势。调查显示：游客对于冰雕
制作、冰雪运动、冰雪民俗、冰屋体验等
最为喜爱，冰雪+文化、冰雪+体育、冰
雪+康养等是冰雪旅游融合发展需要重
点关注的方面。文化创意、动漫、时尚、
乡村、科技、康养、体育等持续为冰雪旅
游赋能，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冰
雪旅游产品。
冰雪旅游与相关产业正在进行融合
创新。冰雪旅游与文化产业、农业、工
业、金融业、林业、高技术产业等融合发
展，实现了业态创新，一大批吉林、黑龙
江、新疆的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为冰
雪旅游高质量供给提供了支持。冰雪旅
游与红色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自
驾旅游等业态内融合，大大提升了冰雪
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冰雪旅游还为乡
村、城镇和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
了动力支持，牡丹江雪乡、哈尔滨亚布
力、阿勒泰禾木、伊犁河谷、阿尔山白狼
镇等成为乡村振兴和地区发展的亮点。
《报告》称，后奥运时代，冰雪旅游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之路，既要传承中国
经典冰雪文化，也要发展面向未来的现
代冰雪文化，持续扩大冰雪旅游市场规
模，构建现代化冰雪旅游产业体系，既
建设好美丽中国，更要创造冰雪目的地
的美好生活，满足游客消费升级和地方
发展需要，尽快将中国打造成世界级的
冰雪旅游目的地。
上图：2022 年 元 旦 假 期 ， 许 多 市
民游客在沈阳市一处冰雪乐园里喜迎
新年。
侯 伟摄（人民图片）
左图：2022 年元旦假期，北京颐和
园昆明湖冰场迎来众多市民游客。
刘宪国摄（人民图片）

2022 年冰雪时尚创新项目
1 漠河找北 （黑龙江漠河）：
看一看中国最北的天，那里的宁静悠远，也许能让你找得到北。

2 雪乡跳雪 （黑龙江牡丹江）：
走过那么多路，掉过那么多坑，雪乡的雪坑却让你长醉不愿醒。

3 雪地摇滚 （河北崇礼）：
冰雪、冬奥、梦想，激情，碰撞出不一样的摇滚。

4 米堆冰川探险 （西藏林芝）：
时空穿梭，美景交替，一日看尽四季风光，去米堆冰川探险吧。

5 冬季英雄会 （内蒙古呼伦贝尔）：
远古的呼唤，千年的祈盼，对冰雪英雄的渴念，望眼欲穿。

6 禾木冰雪摄影 （新疆喀纳斯）：
也许是喀纳斯的水怪吸引了我们的等待，去领略喀纳斯的缤纷。

7 冰雪光影秀 （新疆阿勒泰）：
当冰雪和光影一起走进阿勒泰的神话，带给我们五彩缤纷。

8 首钢冰雪汇 （北京石景山）：
曾铸钢铁为国强，再舞冰雪因小康。

9 雪地火锅 （重庆）：
快乐吃火锅，加雪更精彩。

10 松花江冰雪嘉年华 （黑龙江哈尔滨）：
冰雪天堂，欢乐海洋，松花江上的太阳，让生命怒放。

当年他人眼里的苹果园，如今亚洲最大的滑雪场。

4 七山滑雪度假区 （河北保定）：
七山滑雪，这里集城市公园、滑雪运动、休闲养生、体育
旅游、生态旅游等多种体验于一体。

5 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 （河北张家口）：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敦厚的崇礼，正盛装以待，奥
运花开。

6 镜泊湖景区 （黑龙江牡丹江）：
冰瀑雾凇，鬼斧神工。镜泊湖的冬天，凛冽又清甜，高贵
又明艳。

7 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景区 （北京平谷）：
滑雪天堂，品质渔阳，对标国际，共享小康。

8 长春冰雪新天地 （吉林长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无热汗冬有雪，去长春吧，那里有一
个冰雪的新世界。

9 长白山旅游度假区 （吉林长白山）：
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冬季里最宜人的放
纵，莫如长白山上欢乐颂。

10 万科石京龙滑雪场 （北京延庆）：
北京滑雪场的老资格，新晋的网红打卡地，银装素裹里疾
驰而下，便入梦了金戈铁马。

市民游客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滑冰。

余昌军摄 （人民图片）

2022 年冰雪经典创新项目
1 大雪时节采头冰 （黑龙江哈尔滨）：
“采得头冰祛百病”，在采冰文化中，头冰有着吉祥如意的象征。

2 什刹海溜冰 （北京）：
什刹海是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
城”，溜过什刹海的冰，仿佛溜过了千年的北京城。

3 松江赏雾凇 （吉林省吉林市）：
每当雾凇来临，吉林市松花江沿岸“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雾凇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的仙境。

4 元宵围火滚冰 （黑龙江木兰）：
木兰元宵夜，万人滚冰乐。滚去烦恼，滚除百病，滚来幸福美满，滚
出吉祥安康。

5 断桥赏雪 （浙江杭州）：
断桥残雪是西湖上著名的景色，以冬雪时远观桥面若隐若现于湖面而
著称。断桥上赏过残雪，才能明白旅游里散发着文化气息。

6 冰灯游园会 （黑龙江哈尔滨）：
牡丹亭游园惊梦，哈尔滨冰灯游园入梦。哈尔滨冰灯游园会是中国冰
灯艺术的发源地，也是哈尔滨冰雪文化艺术的一张靓丽名片。

7 毛皮板滑雪 （新疆阿勒泰）：
现代与远古，速度与激情，文化与传承，阿勒泰的山，猎人的滑雪
板，踩上去就是鸿雁在天。

8 冰雪那达慕 （内蒙古）：
千年那达慕，走进冬季，遇见冰雪，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在篝火闪烁间。

9 雪域高原泡藏药温泉 （西藏羊八井）：
雪域高原，藏药温泉，洗净尘埃，洗除阴霾，洗去疾病，洗出未来。

10 雪山下泡温泉 （四川海螺沟）：
雪山下的温泉，不一样的冰火两重天，庄严又氤氲，凛冽又温暖。
冰雪运动爱好者在西藏南迦巴瓦峰南坡体验滑雪登山。
冰雪运动爱好者在西藏南迦巴瓦峰南坡体验滑雪登山。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