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犁州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2-2042年）



目前我国进入后冬奥经济冰雪产业黄金发

展期，将极大改变国际冰雪产业格局，这是伊

犁州直冰雪产业高端站位参与全球、全国冰雪

产业分工的战略机遇期。

伊犁州直是全国最舒适的滑雪旅游度假区

域，兼具国际量级优质冰雪资源以及世界自然

遗产喀拉峻-库尔德宁天山段、天山-准噶尔盆

地和塔里木盆地的天然地理分界线地理标识、

悠久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空间组合，在全国具

有竞争优势。

面临后冬奥经济契机和国际国内冰雪产业

发展新格局新态势，伊犁州直冰雪产业亟需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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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概述

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伊犁州直地区，包括伊宁市、奎屯市、霍

尔果斯市、伊宁县、察布查尔锡伯治县、霍城县、巩留县、

新源县、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11个县（市），面

积约57360km²。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2年—2042年。近期2022年—

2026年，中期2027年—2031年，远期2032年—2042年。



2. 发展目标和战略

发展目标

五年有突破
重点建设期

2027-2031 2032-20422022-2026

十年大跨越
快速发展期

二十年全面腾飞

➢近期目标（2022-
2026）。到2026年，
冰雪旅游人次实现新
突破，建成1个国家
级滑雪度假地或冰雪
主题类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初步形成冰雪
产业装备研发制造基
地；初步形成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冰雪
企业和知名品牌；基
本形成合理的冰雪产
业空间格局和较为完
善的服务设施体系。

➢中期目标（2027-
2031）。到2031年，
冰天雪地“两山”转化
成效显著，实现冰雪
产业一体化发展，冰
雪大产业体系和冰雪
全产业链基本形成，
“一带一路”冰雪丝绸
之路向西开放国际门
户和桥头堡作用凸显。
联合阿勒泰地区全力
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
度假地。

远期目标（2032-2042）。
到2042年，形成“冰雪+”
多元化产业协同发展格
局，做强核心冰雪产业，
延伸服务性产业链，形
成冰雪运动、休闲度假、
文化创意、康体养生等
多元化产品体系，大冰
雪产业生态圈更加完善，
布局更为合理，冰雪产
业发展成为地区主导产
业。建成天山国际冰雪
超级大区，形成冰雪产
业东西向大开放发展的
新格局。强力支撑新疆
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
建成全球冰雪产业新高
地、国际著名冰雪旅游
目的地。



2. 发展目标和战略

发展战略

实施大冰雪旅游发展战略，以产业融合创新为动力，突出全

域旅游发展理念，培育伊犁州直冰雪旅游动力产业，建设以冰雪

资源为核心的融合发展产业链。

滑雪旅游度假品牌实现经济效益
高标准对接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建设，打

造世界级滑雪旅游度假区。

民族冰雪文化品牌，实现文化效益
充分挖掘伊犁多民族文化，促进冰雪文化事业
与文化产业发展，建设中国西域特色冰雪文化
融合发展示范地。

冰雪国际化品牌，实现国际影响
依托霍尔果斯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依托与

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互联互通基础，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冰雪健身运动交流，推
动“一带一路”冰雪市场和冰雪产业链建设。

冰川雪山研学品牌，实现生态效益
充分依托天山优质的冰川与雪资源，推进生

物多样性与气候物候自然教育，建设天山冰雪
自然教育研学示范地。

冰上全民休闲健身品牌实现社会效益
高标准对接全民健身计划与全民休闲纲要，建
设全国民族地区冰雪全民休闲健身示范地。



大冰雪动力产业发展战略

按照“发展大冰雪，培育大市场，形成大产业”的思路，

以冰雪竞赛表演和冰雪旅游为先导产业，把冰雪产业培育成

为伊犁州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冰雪资源产业化，实施“冰

雪+”开放模式，整合资源，开拓市场。

大冰雪产业发展“三步走”：

第一步：实施品牌化战略

第二步：实施一体化战略

第三步：实施多元化战略

2. 发展目标和战略

实施大冰雪旅游发展战略，以产业融合创新为动力，突出

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培育伊犁州冰雪旅游动力产业，建设以

冰雪资源为核心的融合发展产业链，探索冰天雪地“两山”

价值转化新路径新模式，打造中国冰雪产业新增长极；深度

挖掘伊犁州历史文化资源潜力，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以冰雪旅游深度大开发拉动伊犁州及周边地区产业优化和升

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建中国边疆依托冰雪旅游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新模式。实施五大品牌战略：

滑雪旅游度假品牌实现经济效益。

冰上全民休闲健身品牌实现社会效益。

民族冰雪文化品牌实现文化效益。。

冰川雪山研学品牌实现生态效益。

冰雪国际化品牌实现国际影响。



3. 产业空间总体布局

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一心：伊犁州冰雪产业核心区。

两带：天山滑雪产业带、伊犁河谷冰上旅游带。

三核：霍尔果斯市、昭苏县、新源县。

十三组团：阿合牙孜组团、萨尔阔布组团、琼库斯台组团、喀拉

峻组团、阿克塔斯组团、库尔德宁组团、恰普河组团、那拉提组

团、唐布拉组团、托乎拉苏组团、白石峰组团、伊犁河组团、泉

沟组团。

多点：各市县滑雪场。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五个着力”发展路径

做好“度假”产品
对标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评定要求，推进新源县、尼特勒县、昭苏
县争创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冰雪主题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争办第二届大众欢乐冰雪旅游季
暨第二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推介活动。

打响“天山”品牌
以天山为伊犁州直的冰雪旅游品牌，主打天

山滑雪、冰川旅游、伊犁河岸天马游等天山特
色系列冰雪旅游产品，将伊犁州直冰雪旅游推
向全国和全球。

走向“一带一路”
发挥伊犁州直“一带一路”西向前沿的区位

优势，在国家“冰雪丝路带”构建上，对接中
亚国家，将中国冰雪旅游品牌推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讲好“民族”故事
创新伊犁州直多民族传统文化与冰雪旅游融
合路径，包括内容融合、产品融合、旅游线
路融合、多产业融合等，传承历史悠久的民

族民俗文化。

创新“冰川”奇迹
创新冰川系列旅游产品，包括冰川滑雪、冰川
极限运动、冰川探险、冰川跳伞、冰川科考、
冰川自然教育等面向不同细分市场的冰川旅游
产品体系，将冰川旅游推向全国大众旅游市场。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体育竞赛表演

释放后冬奥经济红利，加强国内外冰雪运动交流合作，

构建产品丰富、结构合理、基础扎实、发展均衡的冰雪体

育竞赛表演产业体系，打造系列国际级、国家级和区域级

精品冰雪赛事和品牌，以冰雪赛事申办、筹办和举办推动

伊犁州直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伊犁州直冰雪体育竞赛表演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旅游空间布局

伊犁州直构建“一核、三带、四区”冰雪旅游空间格局

一核：大伊宁冰雪旅游核心区（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

霍尔果斯市）。

三带：伊犁河冰上旅游带、天山冰雪旅游带、中亚风情冰

雪旅游带。

四区：昭苏县冰雪旅游区、特克斯县滑雪旅游区、新源县

滑雪旅游区、尼勒克县滑雪旅游区。

伊犁州直冰雪旅游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旅游城镇发展规划

以伊宁市、昭苏县和新源县及其周边区域为冰雪旅游

发展的一级中心，以察布查尔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

巩留县的雪资源以及奎屯市、伊宁市的冰资源为重点，逐

步形成冰雪产城景一体化格局，构建“一心两核两带多点”

的总体空间格局。

伊犁州直旅游城镇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文化创意产业规划

以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契机，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挖掘伊犁州直独特的冰

雪文化资源，实施“大冰雪+大文化”融合发展战略，将

冰雪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伊犁州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

引擎，打造冰雪文化创意产业体系。

伊犁州直冰雪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教育培训产业规划

对标国际冰雪教育培训先进水平，通过“借鸡生蛋、

借船出海、借势而为”三步走战略，构建伊犁州直特色冰

雪人才教育培训产业体系。

伊犁州直冰雪教育培训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装备制造产业规划

伊犁州直建设“一带一路”西向开放的国家冰雪装备

器材制造基地和集散中心。

依托伊犁三个保税物流园区，积极发展冰雪装备器材

相关业务，推动伊犁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冰雪装备器材集

散中心和贸易服务中心。

伊犁州直冰雪装备制造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产业特色节庆策划

伊犁州直是中国最舒适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是体验冰

雪文化的最佳目的地。已成功举办那拉提“雪之恋”冰雪

文化旅游节、“天鹅之恋”杏乡冰雪文化旅游节、尼勒克

“激情冰雪·多彩冬日”冰雪文化旅游节、昭苏“汗腾格里”

冬季赛马会等多项冰雪文化活动，冰雪特色节庆具备良好

基础。
伊犁州直冰雪特色节庆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休闲娱乐产业规划

将伊犁州直冰雪休闲娱乐产业打造成丰富冰雪产业内

涵与提升冰雪产业品质的核心业态，成为群众广泛参与冰

雪运动的基础产业。伊犁州直建设成全国冰雪休闲娱乐业

的领跑者。

伊犁州直冰雪特色节庆空间布局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智慧旅游规划

构建智慧化支撑系统

为伊犁州直冰雪旅游的消费者、经营者

和管理者提供一个无缝即时交互智慧平台。

利导冰雪旅游现代化发展

1）消费自助化、便利化发展

2）全过程进行消费管理

3）消费大数据利导冰雪产业发展

搭建智慧化的冰雪旅游架构

建立冰雪服务集群，进行餐饮、酒店、

交通、商超、旅游和冰雪消费的信息化、

数据化和智能化即时管理。

打造伊犁州直冰雪旅游智慧化技术路径

1）中央集成数据数字化

2）冰雪场景的数字化升级

3）冰雪旅游服务中心智能化运行



4. 产业规划重点内容

冰雪旅游市场营销规划

“雪山”主题的

高山滑雪
“西域”主题的

民族文化

“冰川”主题的

冰雪旅游

“河谷”主题的

冰上旅游

“生态”主题的

森林冰雪



5. 基础设施规划

“快进慢游”综合旅游交通规划

按照国际水平提升伊犁州直航空、铁路、公路等旅游

交通基础设施，形成以伊宁为主要枢纽，昭苏、新源和霍

尔果斯为次要枢纽的航空网络、铁路网络、公路网络三位

一体的立体化对外交通网络。形成空-铁-公有机结合、功

能配套的对外交通通畅、设施完善、服务优良的立体化交

通系统，实现冰雪产业与交通运输体系协调发展。

冰雪旅游航空网络规划



5. 基础设施规划

“快进慢游”综合旅游交通规划

加快建设天山世界遗产廊道、独库公路风景道、天马

文化旅游风景道等精品“慢游”风景道，在重点冰雪旅游

区开辟观光与安全兼顾的登山步道、骑行道、高山索道，

结合滑雪道共同形成冰雪旅游“慢游”交通网络。

打造具有通达、游憩、运动、健身、教育等复合功能

的主题冰雪线路，增设观景台、游步道等慢行设施。

冰雪旅游“慢游”交通网络规划



5. 基础设施规划

冰雪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旅游服务中心规划
构建伊犁州直“三中心八基地多点”旅

游集散咨询服务空间格局。

住宿服务设施规划
1）精品度假酒店设施

2）冰雪创意主题度假设施
3）短租公寓

餐饮服务设施规划
鼓励餐饮业态多元化发展。引导伊犁

冰雪产业特色餐饮的合理地域分工，形成
面向国内外游客细分市场的餐饮业档次结
构和空间布局。

购物服务设施规划
依托冰雪旅游城镇,在主要的旅游景点

设立具有本地特色的冰雪旅游商品、旅游
纪念品营业场所，

信息化服务设施规划
1）伊犁州直旅游大数据中心
2）智慧旅游设施
3）冰雪产业物联网系统



6. 综合防灾规划

到2031年，规划5A级冰雪主题景区建设2座消防站，4A

级冰雪主题景区建设1座消防站，3A级冰雪主题景区建设与

其他区域共建消防站。依据冰雪主题景区距城镇建成区的距

离及景区规模，确定消防给水由城镇市政给水管网统一供给

或结合景区蓄水池建设供水。

各级冰雪旅游城镇内的永久性建筑物和构筑物，按国家地

震烈度图地震烈度7度进行抗震鉴定和加固；规划建设的重点

冰雪小镇，在其区划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按抗震烈度6度

要求设置，不符合抗震标准的要求工程不得进行建设。重大

项目选址必须避开地震断裂带，重要的生命线工程、重要设

施、易发生次生灾害的设施应适当提高设防标准，均按照高

于本地区地震设防烈度一级的标准进行设防。

滑雪场开发建设应采用绕避方案绕避雪崩分布密集、危险

性等级严重地区。优质滑雪资源区根据雪崩风险等级，因地

制宜，建设雪崩监测预警系统，预前建设稳雪工程（稳雪栏、

木桩、稳雪墙）、导雪工程（防雪走廊、防雪墙和导雪堤）、

阻雪工程（档雪坝、缓阻丘）、缓建工程（消能楔、消能坑

和破雪堤）、化学防雪崩工程、人工控制雪崩工程和植树造

林防雪崩工程等。

到2026年，健全伊犁州全域应急救援管理系统，规范各级

救援队伍，完善应急救预案。因地制宜，完善各重点滑雪小

镇以及滑雪组团等冰雪项目地医疗设备，增加医护人员，完

善医疗救治体质，并联合项目所在县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

做到对伤病员及时科学救治。和保险公司联合建立运动意外

伤残赔偿机制。



7. 实施保障规划

创新制度保障
对标“国家高质量冰雪经济样板区”

建设目标，明确高端定位，加强高层组
织推动。联合阿勒泰地区，推动“冰雪
丝路带”向西开放，建立面向“一带一
路”的国际冰雪产业合作机制及跨境组
织平台。强健“冰雪稳疆固边新动力”，
建立多民族参与冰雪产业发展机制。完
善“政府+市场”协同管理促进机制。

多元政策保障
推动保税区政策覆盖冰雪产业全链

条，重点引进扶持冰雪国际合作及跨境
投资项目。建立多民族参与冰雪产业发
展鼓励政策体系，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参
与冰雪产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边疆
稳定。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塑造良
好舆情。开展冰雪项目评估示范，实施
针对性重点扶持，培育行业龙头。充分
发挥金融工具作用，加强冰雪产业金融
政策引领。

创新投资和财税政策支持
实施“专精特新”冰雪企业扶持计

划。加强外向型引导，重点对国际合作
及跨境投资项目给予融资支持。支持冰
雪企业融资。积极扶持龙头企业，鼓励
建设发展冰雪产业园区集群发展。支持
冰雪场地设施建设。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冰雪企业发展
建立冰雪产业重点项目疫情监控指挥

中心。落实专项补贴扶持机制、降低疫情
对冰雪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科技和人才政策支持
跨区构建冰雪丝路带人才合作体系。

面向伊犁州直冰雪产业发展需求，聘请国
内外从事冰雪产业研究的知名专家，完善
冰雪人才认证与引进机制。

7. 实施保障规划

土地优先规划保障
严格新增冰雪旅游开发项目用地审批，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不断丰富公共服务性
冰雪场地设施建设。支持保障冰雪企业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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