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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旅游是以冰雪气候旅游资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体验冰雪文化内涵

的所有旅游活动形式的总称，是一项极具参与性、体验性和刺激性的旅游产品。

冰雪旅游主要模式为冰雪度假、冰雪主题乐园、冰雪赛事、冰雪节庆。我

国冰雪旅游市场巨大，预计2021-2022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将带动冰雪特色

小镇、冰雪文创、冰雪运动、冰雪制造、冰雪度假地产、冰雪会展等相关产业

的产值达到2.9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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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冰雪旅游行业概况



冰雪旅游的定义及分类

冰雪旅游属于生态旅游

范畴，是以冰雪气候旅游资

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体

验冰雪文化内涵的所有旅游

活动形式的总称，是一项极

具参与性、体验性和刺激性

的旅游产品。

冰
雪
旅
游
的
分
类

观光类

运动休闲类

节庆类

赛事类

游乐类

演艺类

其他体验类

冰雕（展）
冰灯（展/会）
冰瀑
雪雕（展）
冰挂雾凇

冰上竞技运动

雪上竞技运动项目

其他休闲运动类项目

滑雪类比赛

冰上运动比赛

趣味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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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旅游行业产业链

2002年中国收获首枚冬奥运会金牌，冰雪运动开始受到更广泛关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冰

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冰雪产业由五大板块组成：冰雪装备、冰雪赛事、冰雪旅游、冰雪运动

培训、冰雪营销。

产品支持

服装

器材

配件

场地维护
/维修

冰雪装备 冰雪
旅游

交通 餐饮 住宿 活动 娱乐 购物

冰雪
赛事

观察服务 赛事运营 赛事周边服务

冰雪运
动培训

培训指导 安全保障 运动俱乐部

网络广告

广播电视

平面广告

户外广告

冰雪营销

信息传递
交流

住宿餐饮
赛事门票

教学应用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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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旅游行业现状



旅游业占GDP比重

旅游业规模逐年增长，在吸纳就业、

带动农业发展、增加税收等方面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2017年全国旅游业对

GDP的综合贡献为9.13万亿元，旅游业占

GDP比重比重从2014年的10.39%上升至

2017年的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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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国内旅游市场分析

近几年，国内旅游市场高速增长，

入出境市场平稳发展，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成效明显。

2019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

议指出，2018年，国内旅游人数预计

达55.4亿人次，收入约5.13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0.76%和12.3%。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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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游情况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一直吸引

大量的外国人来华旅游，同时旅游

外汇收入持续增长。

2019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

会议指出，2018年入境旅游人数预

计达1.4亿人次，收入约1270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0.5%和3%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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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收入构成情况

2017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占GDP的比重为4.53%。从分

行业数据来看，旅游购物、旅游出行、旅游餐饮占比较大。旅游出行、旅游餐饮、旅游娱乐增长较快，

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5.3%、15.1%和17.2%。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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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冰雪旅游行业发展背景



国家政策支持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国家体育总局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划。申办冬奥会的陈述

中，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三亿人上冰雪”的宏伟目标。同时，在体育产业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

提到将冰雪运动作为发展重点，大力支持冰雪场馆的建设，在2020年时冰雪产业规模达到6000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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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提高助推旅游精神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节节攀升。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名义

增长8.7%，目前正向人均收入3万元大关迈进。国人收入提高，旅游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家庭所进行的

一种常态消费。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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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冰雪资源丰富

我国东北地区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华北地区太行山脉，西北地区天山山脉、西部地区横断山脉

均具有优越的地形条件，此外，北方天气寒冷，东北、华北、西北3大区域冰雪资源丰富，是开展冰

雪产业最为适宜的区域。这些地区的冰雪资源逐步被开发，冰雪旅游的市场逐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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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文化深入人心

冰天雪地的壮美景色、浓郁的本地民俗风情都是冰雪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带动

下，冰雕艺术品、雪雕、狗拉雪雕、冰雪那达慕、冰上龙舟、冰湖捕鱼、冰滑梯、冰雪美食节、冰雪

旅游专列等冰雪旅游产品层出不穷。目前，已举办了33届的哈尔滨国际冰雪节，黑龙江国际滑雪节

（15届）、中国雪乡旅游节（6届）、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17届）、佳木斯国际泼雪节（16

届）、新疆冰雪旅游节、哈尔滨冰雕节等冰雪旅游品牌已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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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推动冰雪旅游发展

在国家系列冰雪产业政策带动下，我国冰雪旅游投资呈现出规模化、多样化、大众化、国际化

特征，2017-2018年我国冰雪旅游项目进入立项高峰期和建设启动期，据不完全统计，投资规模达到

5400亿元。预计2020-2022年，我国冰雪旅游项目将进入大规模营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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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冰雪旅游行业现状



冰雪旅游核心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 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目前，我国已从冰雪旅游资源大国转变为冰雪旅游经济大国。

• 2017-2018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97亿人次，同比

增长16%。冰雪旅游收入约合3300亿元，同比增长22%。

• 2017-2018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均消费1675元，冰雪旅游

是国内旅游人均消费的1.83倍。

• 2017-2018冰雪旅游人均停留2.8天，冰雪旅游成为高品质的

旅游体验方式。

• 预计到2021-2022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4亿人

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800亿元。

• 我国冰雪旅游市场巨大，2021-2022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将

带动冰雪特色小镇、冰雪文创、冰雪运动、冰雪制造、冰

雪度假地产、冰雪会展等相关产业的产值达到2.92万亿元。

           PAGE 21



十佳冰雪城市

据 《 中 国 冰 雪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18）》，根据冰雪旅游资源丰度、城

市旅游品质化、资源与人文环境友好性及

政府支持力度四个维度，评选除“2018十

佳冰雪旅游城市”：哈尔滨市、长春市、

沈阳市、吉林市、张家口市、乌鲁木齐市、

阿勒泰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呼伦贝

尔市、大同市。其中，吉林省有三地上榜。

资料来源：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 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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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旅游节事十强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近几

年，冰雪旅游越来越火，各地争相举办冰

雪旅游节，大幅提高了社会参与程度，凸

显节日活动的国际性、群众性、体验性、

文化性，更加时尚、动感、大众化。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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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小镇数量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国内已经建成26个特色冰雪小镇，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京津冀地区，但

冰雪小镇生态圈正加速形成，南方市场潜力巨大，预计2020年中国冰雪小镇数量有望突破40个，迎来冰雪

旅游市场的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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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瓶颈

冰雪旅游供给存在结构性问题，
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产品较少。

冰雪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落后，
旅游服务质量亟待提高;

冰雪旅游淡旺季显著，产业政策
创新性不足;

冰雪旅游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冰雪旅游系列规

划缺位现象突出；

在大众冰雪旅游的带动下，冰雪经济已形成以冰雪旅游为核心、冰雪运动为基础、冰雪文创为引领、

冰雪制造为支撑、冰雪康养为特色、冰雪度假地产为补充的“1+5”冰雪产业体系，冰雪旅游也成为冬季

旅游和冰雪经济的双核心产业。但是我国冰雪旅游发展存在一些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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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冰雪旅游模式



冰雪度假模式

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和气候环境，结合当地民俗文化，开发冰雪观光和滑雪运动，是集休闲、

观光、运动、娱乐、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开发模式，以大型度假区、室外滑雪场为主要形式，吸引游

客，带动周边旅游、经济贸易、设备制造等相关产业。

中国黑龙江雪乡

• 雪乡原名双峰林场，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

市（长汀镇）大海林林业局内的双峰林场，占地

面积500公顷，整个地区海拔均在1500米左右。冬

季雪期长、降雪频繁，有“天无三日晴之说”，

积雪期长达7个月，积雪深达2米，素有“中国雪

乡”的美誉。

• “雪景+民俗”形成独特景观，此外，雪乡还拥有

一个初级滑雪场，长450米，宽50米的滑雪道和50
套雪具及拖牵设备，还有国家滑雪训练基地八一

滑雪队、雪乡影视城，一年四季均可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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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主题乐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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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著名旅游区、景区或城市、区域中心的客源市场，将冰雪主题与商业项目相融合，提高项目

的吸引力。

哈尔滨万达MALL

• 哈尔滨万达MALL建筑面积36.96万平方米，包括

全球最大室内滑雪场、国际一流比赛标准室内

滑冰场、东北顶级电影科技乐园、荟萃全球品

牌的大型商业中心等内容。

• 四季全天候冰雪娱乐——该室内滑雪场长度487

米，最大跨度150米，最高高度114.5米，设有6

条高中初级雪道，雪道落差达80米，可以同时

容纳3000人滑雪。一年365天娱乐全天候，解决

了气候对娱乐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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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赛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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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各项冰雪赛事，积极宣传，吸引人们前往举办地观看、体验各种节庆活动。中国冰雪系列赛

商业开发潜力巨大，电视转播将由CCTV5+、地方卫视及视频网站组成，首届赛事预计30%以上的比赛进

行电视转播，三年内转播比例将在半数以上。

河北万龙滑雪场

• 万龙滑雪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红花梁

区域内，为国内首家开放式滑雪场，占地面积

30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2110.3米，垂直落差

550米，距北京市249公里，距张家口市60公里，

目前整体硬件设施位于全国雪场的前列，各种

比赛活动争相在此举办。

• 项目特色：目前已开发建成初、中、高级滑雪

道22条，总面积70余万平方米，每条雪道都配

备了完善的造雪系统，设计合理，服务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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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节庆模式

通过举办节庆，包括冰雪节、体育节、地方民俗节气等，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知名度，拓

宽客源市场。

哈尔滨冰雕节

• 中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始创于1999年，

是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府为迎接千年

庆典神州世纪游活动，凭借哈尔滨的冰

雪时节优势，而推出的大型冰雪艺术精

品工程，展示了北方名城哈尔滨冰雪文

化和冰雪旅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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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企业冰雪旅游布局



企业布局

冰雪产业投入大周期长，但是企业依旧看好冰雪产业。冰雪运动、冰雪旅游、赛事和装备等产业

将全面开花，张家口崇礼、吉林长白山、北京近郊、黑龙江等地都成为冰雪度假区选址的必争之地。

据初步统计，四大热点区域雪场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000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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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地产+雪上运动）

借助于自身的品牌优势和集团的强悍实力，以及滑雪相关的庞大旅游度假市场机会，万科的冰

雪业务和自身房产业务天然契合。截至目前，万科集团已经拥有松花湖度假区、桥山北大壶、石京

龙滑雪场，汗海梁度假区和小海坨也正在规划建设中。初步树立了万科冰雪品牌形象，雪道面积、

造雪系统服务面积、索道数量均居全国第一。2016 年底，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正式升格为国家 4A 

旅游景区。目前，万科携手绿云打造冰雪度假综合预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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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雪上运动）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旅游

服务业，包括旅游客运、酒店管理、旅行社及温

泉水开发、利用业务。2017年长白山推出“长白

山冰雪部落”这一品牌，包含长白山和平滑雪地

形公园、和平越野滑雪森林公园、北坡森林野雪

公园、西坡天池雪野雪公园、西坡雪地摩托车体

验公园五大雪上体验项目。

未来长白山依托世界级的冰雪资源禀赋，实

施“长白山+”冰雪战略，在产业上互动互融，

在品牌上请进来，在发展上走出去，以市场化运

营为实现路径，努力把白山市打造成“A股冰雪

产业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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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股份（雪上运动）

中弘股份的主营业务也是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但近几年，中弘股份正在逐渐将旅游业务

作为另一个重点发展方向，滑雪即是其中之一。

2016年1月，中弘股份推出的第一个滑雪项目

“天池雪”滑雪场开始营业。在2016年，中弘

股份的滑雪场业务营收412.39万元，但仅占公

司总营收的0.09%。除此之外，据中弘股份的

2016年年报显示，另一个项目——长白山保护

区新奇世界滑雪场项目也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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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冰上运动）

奥瑞金是一家集品牌策划、包装设计与制造、

灌装服务、信息化辅助营销为核心的综合包装解

决方案提供商。近年来奥瑞金在冰球项目上积累

了丰厚资源。2015年11月，奥瑞金与北美职业冰

球联赛（NHL）波士顿棕熊队达成冰球项目合作，

成为棕熊队在中国所有公开推广冰球活动中的唯

一合作伙伴。在2016年7月，奥瑞金与被誉为

“NHL未来之星”的棕熊队球员David Pastrnak

签署了亚洲区经纪独家代理合约。在2017年5月，

奥瑞金宣布将投资8000万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奥

原冰雪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并在北京建设国际标

准的冰球场馆，陆续开展冰球培训、赛事运营、

体育衍生产品开发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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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策影视（影视+冰上运动）

作为一家影视公司，2016年5月，华策影视

宣布入股翼翔冰雪，以300万人民币持有其10%

的股权。翼翔冰雪由花样滑冰世界冠军佟健与

舞伴庞清于2015年7月创立，旗下设有爱滑冰

微信服务号、爱滑冰APP交流平台、经典冰上

舞台剧、高端培训等业务。此项合作是华策影

视进军体育产业的第一步，也是其涉足冰雪产

业的重要布局。在2017年初，双方合作的《跨

界冰雪王》正式播出，在“冰雪+综艺”这一

领域做出了一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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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户外（冰雪赛事）

三夫户外主营户外用品销售，并开始

涉足体育旅游和赛事运营，其中涉及一定

冰雪内容。2016年5月，三夫户外与内蒙

古阿尔山市达成合作，共同开发户外旅游

赛事，并在2017年末举办中国阿尔山踏雪

板雪地竞速赛；2016年7月，三夫户外与

大庆市达成战略合作，利用当地的文化体

育旅游资源开发，将举办滑雪嘉年华等户

外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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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冰雪旅游发展趋势



冰雪旅游发展趋势

A

滑雪地探索“四季经营”

    “一年三闲”的问题是我国雪场盈利
压力日趋严峻，借鉴国外的经验，在非雪
季吸引游客。

冰雪旅游020专业化

    在国内互联网产业和冰雪产业大好形
势的推动下，场馆经营者开始借助互联网
平台，将属于线下教育延伸至线上，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学员约教练难的问题，扩展
冰雪教学的发展。

冰雪产业投资增加

    随着近年来消费者培育速度增快，以
及社会投资者对冰雪产业认知度快速提高，
未来几年冰雪产业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发展。

滑雪产业向滑雪地产延伸

    滑雪地产具有综合收益高，经济社会带动作用
大的特征，能够有效放大滑雪产业经济社会效应，
提供附加值更高的滑雪综合体验服务，加之滑雪场
及其附属设施建设本身也具有地产资源属性，因而
滑雪地产日益成为滑雪产业发展的趋势，滑雪产业
链加快向旅游地产业延伸。

冰雪小镇建设将日渐兴旺

    国家政策提倡发展体育小镇，让更多
小镇真正成为就近城镇化的载体，能吸纳
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小镇就业，能让小
镇居民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居
住环境。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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