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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Jilin Province, the ice-snow tourism in Jilin Province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impacts and competitions of different regions such as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aoning Province and other neighboring regions, Hebei Province and Xinjiang, as well 
as Jap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which has weakened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ice 
-snow tourism in Jili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ce 
and snow tourism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ravel,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and brand image, giv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ce-snow tourism products in Jilin Province,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ce-snow tourism in Jilin Province.  

Keywords: Ice - snow tourism products; Competitiveness; Jilin Province  

 

吉林省冰雪旅游产品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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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林省冰雪旅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受到黑龙江、辽宁等邻近省份，河北、新疆等不同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

不同国家的冲击与竞争，这使得吉林省的冰雪旅游发展优势被削弱。针对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及特点，从文旅融

合、差异化发展、塑造品牌形象等角度，对提升吉林省的冰雪旅游产品竞争力给出建议，以期促进吉林省冰雪旅游的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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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我国目前已有三十多个省市推出冰雪旅游产品，吉林省发展冰雪旅游受到冲击的

同时，各地在发展冰雪旅游过程中，也随之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冰雪资源的利用、配套项目的开发、地

方文化的保护、市场运行管理、环境污染、缺乏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冰雪旅游

的发展动能
[1]
。另一突出问题就是多地盲目追求快速发展冰雪旅游，导致基础设施配套不全、质量不达标，

盲目进行模仿，出现同质化的旅游产品，缺乏特色和文化内涵。因此，应进一步拓宽思路，明确区域冰雪

旅游发展的方向与定位，提升冰雪旅游的产品竞争力，才能使冰雪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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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冰雪旅游的内涵及特征 

1.1 冰雪旅游的内涵 

冰雪旅游是以冰雪气候旅游资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所有冰雪吸引物体验活动形式的总称。根据冰雪

旅游产品的丰富性特点，冰雪旅游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冰雪观光旅游，包括自然冰雪景观和人工冰雪景

观；二是冰雪运动康养旅游，包括滑雪、滑冰、雪地温泉、雪地足球等各类休闲体育活动；三是冰雪休闲

娱乐旅游，包括各种冰雪文化活动、冰雪娱乐休闲活动等的冰雪体验活动
[2]
。 

1.2 冰雪旅游的特征 

冰雪旅游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在世界范围内，冰雪资源主要分布在纬度 40 度以上范围。开发冰雪旅

游项目最合适的纬度在 40-50 度，同时满足冬季降雪量大、地形地貌适宜、交通便利等条件。由于冰雪旅

游需要依托冰雪资源，因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冰雪旅游产品中除了观赏类景观，滑雪、滑冰、雪地摩托、

温泉、雪地足球、拉雪橇等，都需要旅游者亲身参与体验，才能完成旅游产品的消费。因此，现在的冰雪

旅游除了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更强调消费者对冰雪娱乐及冰雪运动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2 吉林省冰雪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吉林省位于中纬度欧亚大陆东侧，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寒冷，平均气温为

-10.4℃，温度适宜
[3]
。对于冰雪旅游尤其是冰雪运动而言，温度过低则雪质脆硬，不利于雪板滑行，如

果温度高则雪质粘重，滑行速度受阻。所以，适宜的温度对发展冰雪运动至关重要。从地理纬度看，吉林

省地处东经 121°38′—131°18′、北纬 40°52′—46°18′之间的北半球中纬度地带，与落基山脉、

阿尔卑斯山共处于同一黄金冰雪纬度带，具有发展冰雪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吉林省的气候适宜，

降雪期长，降雪量大，地理区位得天独厚，吉林省基于优渥的冰雪旅游自然条件，近年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成效。 

2.1 冰雪旅游发展产业政策不断完善 

吉林省委 2014 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旅游支柱产业的意见》，提出“全民冰雪运动普及计划”，

将吉林省打造成为“冰雪体育强省”；2016 年吉林省政府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释冰雪旅游产业的

文件《关于做大做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冰雪产业；2017 年，长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

于做大做强冰雪和避暑旅游产业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的发布为吉林省发展冰雪旅游提供了政策保障
[4]
。

吉林省推出的冰雪令，通过土地政策、奖励政策、惠民政策、扶持政策等具体七项举措，引导游客到吉林

体验冰雪旅游，推动冰雪旅游发展。 

2.2 已形成具有一定品牌效应的冰雪旅游产品体系 

目前，吉林省冰雪旅游结合冰雪文化、冰雪艺术、冰雪民俗等共同发展，整体上已形成冰雪休闲、冰

雪康养、冰雪观光、冰雪民俗四大产品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休闲类冰雪旅游产品、观光养生类冰雪旅游

产品、体育赛事类冰雪旅游产品、节庆类冰雪旅游产品和民俗游乐类冰雪旅游产品等。在打造冰雪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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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牌的过程中，以“吉地吉品”十佳冰雪旅游产品为代表的冰雪旅游产品的游客聚集效益显著。 

2.3 冰雪旅游的设备设施逐步完备升级 

吉林省的冰雪旅游目的地设施不断发展，在冰雪场馆资源方面，冰球、冰壶、滑雪场、速滑等冬季项

目场地都具有国际标准。其中滑雪场 34 个，较有影响力的有吉林市的北大壶滑雪场、长白山地区的万达

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等 12 个。吉林省加大了有关滑雪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万达滑雪场、北大壶滑雪场、

新立湖滑雪场的周边配套服务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冰雪休闲旅游服务体系较完善。但纵观吉林省全省冰雪

旅游发展，仍未形成成熟的冰雪旅游产业链。滑雪场的雪道质量、长度，压雪机、高空缆车等设备设施，

以及多数滑雪场馆附近有关食、住、行、购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和综合服务环境，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和

改善。 

2.4 构建“冰雪丝路”的冰雪发展框架 

吉林省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经过辽金、元、明、清历代发展，构筑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东

线、西线、北线三条商路。吉林省通过对历史文化、城市区位特点进行梳理，整合了我国东北冰雪城市，

提出“冰雪丝路”发展战略。冰雪丝路这一框架涵盖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北京、辽宁，包括

目前冰雪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呼和浩特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吉林市、长春市、大连市、北京市等，

长白山国际度假区、万科松花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北大壶滑雪度假区、温泉群、雾凇岛、牡丹江雪乡、松

原查干湖、崇礼的冰雪小镇等都位列其中
[5]
。冰雪丝路理念的提出，旨在构建冰雪旅游发展区域良性互动

的新格局，尽管这一理念目前只是一个框架，但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3 吉林省冰雪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对策 

我国旅游专家吴必虎将冰雪旅游产品定义为：已构成冬季旅游中心吸引物的各种冰雪景观及为游客提

供冰雪娱乐和运动的场所。根据冰雪旅游学者的研究，认为冰雪旅游产品主要可以分为冰雪体育、冰雪娱

乐、冰雪节庆、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纪念品和城市冰雪旅游等类别。优质的冰雪旅游产品对于

发展冰雪旅游产业至关重要，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吉林省冰雪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冰

雪旅游接待人数及旅游收入都大幅度提升。而随着全国多个省份大力发展冰雪产业，对吉林省发展冰雪旅

游形成了冲击，吉林省已失去传统意义上的资源优势。因此，要提升冰雪旅游的竞争力，必须要发展具有

差异化、特色化、高辨识度的冰雪产品，是提升整体竞争力的前提。 

3.1 文旅融合发展 

在旅游产业开发中，挖掘地域文化，将地方特色文化融入旅游开发，能够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的内涵，

提升产品开发的价值。因此，冰雪旅游产业必须要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保护、传承文化的同时，提升整

体旅游品味与价值。在进行冰雪旅游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冰雪旅游文

化产品的创新
[6]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依托吉林省的东北民俗、少数民族习俗、遗址遗迹等，突出吉林

省的人文特点和社会活动特点，进行冰雪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与创新，突出参与性强的项目，如满族的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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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蒙古族的冬捕、冬猎、雪地赛马等活动，充分发挥文化效能，提升产品品质和品味。借助吉林省的汽

车文化、影视文化、农业文化、多民族文化特点发展冰雪旅游，开发以吉林冰雪为题材的影视剧、出版物、

动漫、游戏等，促进冰雪文化传播和品牌塑造，促进冰雪旅游产业整体品质的提高。 

3.2 塑造冰雪旅游品牌形象 

吉林省冰雪旅游目前已形成长春市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吉林国际雾

凇冰雪节等多个品牌的冰雪旅游产品。这些冰雪旅游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已深入人心。为满足大众消费越来

越追求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应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与升级，因此，吉

林省除打造长白山国际冰雪品牌外，应继续打造并创新更多冰雪旅游产品品牌，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冰雪经

济发展，全面塑造吉林省‘中国冰雪旅游强省、国内冰雪旅游产业高地、世界新兴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形

象，形成‘玩雪到吉林’的高认知度品牌
[7]
。 

通过游客期待指数、美誉度、核心竞争力、传播影响力四个要素对中国冰雪旅游城市目的地进行综合

调查发现（见表 1），东北地区依然是发展冰雪旅游的优势地区，但也同时意味着在资源同质化的状况下，

竞争力会进一步加大。面对游客的差异化需求，在发展冰雪旅游过程中，应注重对冰雪节庆文化、冰雪艺

术文化、冰雪交通文化、冰雪饮食文化等方面的设计与开发，根据自身的冰雪资源和文化特点形成具有高

辨识度的产品，寻求并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吉林省未来发展冰雪旅游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表 1 中国冰雪旅游城市目的地排行榜 

城市 省份 
游客期 

待指数 
美誉度 

核心 

竞争力 

传播 

影响力 
总分 

哈尔滨 黑龙江 97.3 91.5 95.3 89.2 93.3 

长  春 吉  林 93.7 89.9 90.1 85.8 89.9 

张家口 河  北 85.8 88.4 90.5 93.1 89.5 

沈  阳 辽  宁 83.2 90.3 88.8 86.2 87.1 

呼伦贝尔 内蒙古 86.3 94.1 87.4 78.5 86.6 

乌鲁木齐 新  疆 87.3 89 89.3 76.5 85.5 

吉  林 吉  林 84.1 90.3 86.6 72.3 83.3 

牡丹江 黑龙江 87.2 88.4 78.3 76.4 82.6 

数据来源：人民网旅游大数据中心 

3.3 差异化发展战略 

目前在吉林省除了长白山、吉林市雾凇、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松原查干湖冬捕等几个辨识度

高的冰雪旅游品牌，其他发展冰雪旅游的城市和地区难以避免地出现冰雪景区大同小异，冰雪节活动项目

雷同，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缺少对冰雪产品表现形式的精心规划和设计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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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出现在吉林省内，在整个东北地区都较为普遍，难以提升游客的满意度，更难形成游客对冰雪旅游的

忠诚度。因此，同质化冰雪产品对冰雪旅游的长期发展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根据游客对最受欢迎的温泉度假村的调研发现，排名靠前的如长白山温泉度假村、凤山温泉度假村、

阿尔山温泉等，都同时能够满足观光休闲的旅游需求。因此，结合对上述现象的综合分析，吉林省除继续

积极发展高级滑雪度假胜地外，应继续加大投入发展综合性休闲度假的配套设施，借鉴欧美国家的成熟经

验，设计建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产品，积极发展乡村旅游，结合冰雪旅游共同发展，增强旅游产品供给

的丰富性和独特性，通过四季旅游的运营模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滑雪旅游的淡旺季困境。创

新冰雪产品，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才能避免因为同质化产品而形成不良价格竞争，保障冰雪旅游市场有

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冰雪文化产业圈。 

 

图 1受游客欢迎的温泉度假村排行榜 

数据来源：人民网旅游大数据中心 2016 年“中国冰雪旅游竞争力大数据报告” 

3.4 加强冰雪体验性旅游产品的开发 

冰雪旅游产品除了具有一般的旅游活动所具有的观光、休闲等作用外，更注重参与性与体验性。对于

冰雪旅游产品而言，在设计开发前，应进行深度的市场调研，了解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度假目的、不同

性别、不同职业等的游客对产品的需求
[9]
。只有了解目标市场的特征，才能对冰雪旅游产品进行设计开发，

确定主题，并围绕产品主题进行环境的营造、气氛的烘托、相应的活动组织安排，符合目标游客的需求，

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引起参与体验的兴趣，并结合旅游地的文化特点，充分调动旅游者感官体验，通过有

效的营销方式，使游客的满意度符合期待甚至高于期待。需要冰雪旅游发展所涉及的主打产品、配套设施、

服务质量等做到均衡发展，提升冰雪旅游发展的综合实力，使游客利益最大化
[10]

。 

3.5 区域合作，协同发展 

为促进冰雪旅游产业真正做大做强，东北地区可以借鉴 京津冀生态冰雪区域化发展模式，打破行政区

划限制，进行区域合作，整合冰雪旅游资源，形成协同发展框架，打造东北冰雪旅游圈，联合推出冰雪旅

游系列活动，避免各自发展中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同质化问题
[11]

。在各自打造旅游精品的情况下，统一区

域宣传主题，共同开拓市场、信息共享，建立无障碍旅游区，开创冰雪旅游区域合作新格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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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冰雪产业平衡发展。 

4 结语 

冰雪旅游发展直接影响吉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吉林省应抓住国家出台的旅游政策重大机遇，开发创

建精品冰雪旅游产品，积极借鉴国内外发展冰雪旅游的成熟经验，结合自身资源和文化特色，开发具有高

辨识度的冰雪产品，打造独特的冰雪旅游品牌，通过艺术营销的方式提高吉林省冰雪旅游的知名度，从而

提升吉林省发展冰雪旅游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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