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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旅游妙解三道题
——新疆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阅 读
提 示

旅游资源同质化；季节性不平衡，淡旺季明显；旅途时间长，游玩时间短。新疆旅游曾面临三道难题。如
今，新疆旅游持续火爆，2018 年旅游人数突破 1.5 亿人次，增长逾 40%，各项指标呈“井喷”之势。新疆旅游何
以迅速
“蝶变”
？新动能是如何培育的？记者对新疆作了一番采访调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
。当前，
新疆旅游产业风生水起，
迎来了黄
金发展期。经过采访调研，
记者认为，
变化的根本在
于守护好了
“绿水青山”
和
“冰天雪地”
，
这两座
“金山
银山”
支撑着新疆旅游迈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立足“绿水青山”，新疆全面释放旅游业的巨
大潜能，
“ 新疆是个好地方”旅游品牌越来越响
亮。
“三山两盆”
间，
“繁花经济”
“浪漫产业”
等开始
兴起，观星空、赏彩虹、游牧道、探秘境等各类“新
兴旅游”
项目陆续亮相。
依托
“冰天雪地”，
新疆挖掘冬季旅游潜力，
让
冷资源逐渐热起来，努力破解淡旺季游客数量极
度不均衡的状况。
“泼雪迎新”
“踏雪寻鱼”
“雪地赛
马”
“收藏雾凇”等旅游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
“白
色经济”
动能澎湃。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感到，
虽然新疆旅游正
“破
茧成蝶”，但还存在资源开发能力较弱、服务水平
偏低、中高端旅游产品供应不足等短板，欲实现
“振翅高飞”
需坚持打好
“三张牌”。
一是打好民俗牌。新疆旅游资源丰富，不仅
在于自然景观众多，还在于拥有浓郁的民俗风
情。将民俗风情打造成重点旅游项目，将民俗风
情植入旅游产品，可为新疆旅游培育独特的优
势。可以说，打民俗牌、走特色路，让游客在观光
赏景中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能够拓展旅游业广
度和深度，
应进一步坚持和推广。
二是打好融合牌。融合度高是旅游产业的重
要特征。发展旅游产业，
往往还要跳出旅游，
着眼
于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将景区作为载体、
作为媒介，融合更多业态，营造“乘数效应”。
“旅
游＋赛事”
“旅游＋音乐”
“旅游＋科普”
等，
可以丰
富游客体验，
为自然景观注入新元素，
提高了旅游
产品含金量。此外，
创新是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
应充分发挥科技、
创意和资本的力量，
开发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
三是打好关联牌。在产业互动中发展旅游业，
也应成为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着眼点。比如，
吐鲁番利用夏季高温气候条件，
大力发展高温试
车，
助推当地人气飙升，
对第三产业带动明显；
同时，
旅游业的发展又提升了
吐鲁番高温试车基地的知名度。试车、
旅游这两个潜力巨大的产业，
看似风
马牛不相及，
实则关联紧密，
在互动中牵手共进，
其经验值得研究和推广。
守护“两座山”，厚植产业发展根基；打好“三张牌”，积蓄产业发展潜
力。眼下，
新疆旅游孕育的新动能正在释放。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
全面
实施旅游兴疆战略，
这项产业前景可期，
将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乔文汇

左 图 盛 夏 时 节 ，新
疆 赛 里 木 湖 风 景 如 画。游
客在湖边享受宜人景色。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右图

7 月初，
新疆北部东线自驾旅游季开启，
图为首发团在江布拉克景区留影。
韩 荣摄

草原辽阔、雪峰雄奇、河流奔腾、花海绵延、大
漠浩瀚、戈壁苍茫……缤纷新疆，令人向往。盛夏
时节，行走天山南北，仿佛在画中游。
去年以来，新疆旅游持续火爆，各项指标呈“井
喷”之势。2018 年旅游人数突破 1.5 亿人次，增长
逾 40%，加快从旅游资源大区迈向旅游经济强区。
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表示，全面实施旅游
兴疆战略，打造经济发展增长极，力争今年接待国
内外游客人数、旅游收入总额均增长 40%以上。
新疆旅游何以迅速“蝶变”？新动能是如何培
育的？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关键在于新疆持
续着力破解三道难题，即旅游资源同质化；季节性
不平衡，淡旺季明显；旅途时间长，游玩时间短。通
过答好这三道题，旅游业奋力迈向全区经济发展增
长极。

打造“中国彩虹之都”新名片，着力培育“浪漫经
济”
。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
到，今年 6 月份到 10 月份，全区将陆续开展 390 项
文旅活动。梳理这些活动不难发现，虽然节庆活动
繁多，但各地均努力挖掘“独字号”或“特字牌”。如
“万亩芨芨草”迷宫趣味探险、乡村露天艺术节、夜
游哈密瓜园等活动别出心裁，
吸引力强。
另外，与往年相比，
“ 旅游+文化”
“ 旅游+赛
事”
“ 旅游＋科普”等活动比例较高，如体育旅游露
营大会、天山脚下雕塑展、乐器文化旅游节等。这
些活动延展和丰富了旅游内涵，将进一步推动新疆
旅游走向品牌化。

同质竞争怎么破

过去，新疆旅游的季节性明显，游客大多集中
在 7 月份至 9 月份，这 3 个月游客接待量比例最高
时占全年九成以上。导游莫文玲告诉记者：
“ 原来
夏天跑着干，冬天闲得慌，一年就干三四个月的活
儿，秋天一过许多导游就面临失业。”如何唱响旅游
“四季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疆各地纷纷出
招，主要是拉长短板，
做活冬季旅游文章。
去年，全疆景区冬季“不打烊”，各地州市举办
了 300 余项旅游活动，培育冰雪经济。福海县立足
乌伦古湖谋划旅游项目，努力“延时”旺季、
“缩时”
淡季。通过规划建设，如今在春秋两季，游客可沿
20 余公里的环湖公路赏湖、观鸟，看雅丹地貌；夏
季则可到黄金海岸景区避暑，享受沙疗；进入冬季，
游客可滑冰、冬捕，
体验汽车漂移等。
“现在，冬捕已成为福海特色旅游项目，拉动了
冬季旅游发展。”福海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纳
燕介绍，去年 11 月份至今年 3 月份的冬春旅游季，
全县共接待游客 2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7%；旅游
总收入 21 亿元，
增长 123%。
在发展冬季旅游过程中，
新疆一些传统夏季热点
景区着眼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纷纷规划冬游项
目。天山天池景区连年举办冰雪风情节，
去年末与旅
行社联手推出 7 项主题活动、
14 项线上线下活动，
打
造
“我们的天山、
我们的冰雪之旅”
；
年初，
喀纳斯景区
则举办了泼雪节，
深挖冬季旅游潜力。
作为“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地区坚持将民
俗文化植入冬季旅游，不断丰富冬季旅游内涵，推
广古老毛皮滑雪体验项目，组织雪地摔跤、雪地赛
马等赛事，让游客在赏冰玩雪中体验浓郁的民俗文
化。
“ 通过让传统与现代互动，民俗与时尚交融，释
放出了冬季旅游澎湃动能。”阿勒泰地区行署副专
员王君安说。
将休闲度假融入旅游项目，也是新疆发展冬季
旅游的重要举措。冬季旅游季节性强，丰富旅游产
品内涵尤为重要。近年来，一些地州市大力开发冬
季温泉养生、森林滑雪等休闲度假产品，阜康市五
江温泉城、沙湾县温泉旅游度假区等名气越来越
大，提升了当地冬季旅游的综合效益。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新疆发展冬季旅游
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唱响全区旅游“四季歌”，以
及深入实施脱贫攻坚、促进农牧民增收等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据统计，去年 11 月份至今年 1 月份，
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 11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以上。
数据表明，新疆冬季旅游潜力正在释放，将“冷
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如持
续发力，坚持大力发展冬季旅游不动摇，未来与东
北等传统冬季旅游热点地区相呼应，舒展国内冬季
旅游“另一翼”将形成“两翼齐飞”的国内冬季旅游
产业格局。

新疆旅游资源丰富，但也存在一些景区相似，
同质化明显的短板。对此，全区各地积极探索，其
中以旅游品牌化破解同质化成为有效举措。有专
家表示，通过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实现差异化、特色
化，可以有效避免无序竞争，共同烹制丰盛的“旅游
盛宴”
。
今年春天，新疆多地发力“花经济”，各类“杏花
节”纷纷举办。为突出特色，哈密市伊州区天山乡
主推摄影采风、古风表演，打造“杏福集+古风网红
长街+杏园”游览路线，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风古
韵。通过走差异化道路，取得了明显效果。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一些游客身着汉
服漫步杏林，吟诵古诗词。
“体会到了与以往不一样
的旅游。”与家人到此赏杏花、看表演、品美食的鄯
善县居民马顺祥说：
“周边许多地方都在办杏花节，
这儿风格明显不同，好玩又耐玩。”
与伊州区一样，英吉沙县也另辟蹊径。该县坐
拥 15 万亩竞相绽放的杏林，在主打杏花游的同时，
推出传统的土陶制作体验，提高旅游项目“黏度”。
一些游客在赏过杏花后，又来到邻近的“传统土陶
制作村”，在土陶艺人的指导下，为自己制作一件旅
游纪念品。
在传统项目中挖掘新卖点，是新疆推动旅游走
向品牌化的普遍做法。吐鲁番市开展的“博物馆奇
妙夜”活动，活动时间为 7 月、8 月的每周六晚，游客
可以听讲座、赏乐曲，还可以在巨犀化石厅搭帐篷
过夜。吐鲁番博物馆副馆长邓永红说，
“ 这项活动
旨在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使游客在独特
的体验中了解历史和文化”
。

7 月 19 日，在阿瓦提县第七届刀郎美食民俗文
化旅游节上，当地展示的旅游纪念品特色鲜明，受
到热捧。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昭苏县夏日
彩虹频现，有时一天出现多次，甚至会有双彩虹、三
道彩虹。当地气象部门组建了团队，提供彩虹预
报。赏彩虹、观星空成为看花、赛马等传统旅游项
目之外新的旅游看点。副县长贺娇龙说，昭苏正在

“四季旅游”
咋拉动

“旅长游短”
如何解
新疆地域辽阔，加之天山横亘中部，导致景区

分散，游客在途时间较长、旅游成本较高。如何解
决“旅长游短”这一难题？新疆各地州市和相关部
门综合施策，首先从改善交通条件入手，让“疆内环
起来，
进出疆快起来”
。
在公路方面，编织“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按
照规划，新疆将建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新欧亚大
陆桥为主轴、环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为两翼，
东联西出、南北畅通的道路运输服务网络，以实现
区域内协调融通、天山南北便捷连通。
铁路不断延伸和完善，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
团有限公司精心培育“乘着火车游新疆”旅游品牌。
该局设计了 49 条精品旅游线路，
采取
“夜宿列车、
昼
游景区”
的方式，
今年计划开行 100 列旅游专列。
疆内航线也在密织成网，逐步“环起来”。过
去，新疆航线网络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基本呈辐
射状。如今，出行有了更多选择。库尔勒机场是疆
内航空次枢纽机场，副总经理王炜告诉记者，库尔
勒始发航线已在全区支线机场实现全覆盖，现在可
直飞阿克苏、库车、喀纳斯等地。6 月 25 日，该机场
旅客吞吐量突破 100 万人次，比去年提前 45 天达
到这一数字。

新疆特克斯县“天山文化旅游季”日前拉开帷
幕 ，图 为 游 客 在 该 县 离 街 民 俗 风 情 步 行 街 游
览。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立足于解决“旅长游短”，除了改善交通条件
外，新疆各地还加强相互合作，组建了多个跨区域
旅游联盟，开展游客互荐、资源互动、市场互享，努
力让“过客”成为游客，让新游客成为过夜客，共同
培育旅游市场。
6 月 24 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
番市、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签署了《文旅融合协同
发展共识》，提出整合“五地市”文旅优势资源，加强
区域联动，共同策划文旅商品营销方案、打造特色
文旅品牌和精品线路。当日，还同时启动了“百日
游天山·一证惠五地”活动，五地居民在百日内凭身
份证可在百家景区、文化场所享受门票 5 折或免票
优惠。
对此，乌鲁木齐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朱新荣表
示，五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将促进以乌鲁木齐为主
导的新疆中部景区全面融合，五地文旅资源展现出
更强的吸引力。
“从乌鲁木齐出发，原来短途线路主
要有吐鲁番一日游、天山天池一日游等，此次通过
融合发展可设计‘环游’，将吸引更多游客。”中青旅
新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分公司负责
人说。
新疆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古丽·阿不力木表
示，眼下已进入旅游旺季，市场火爆、秩序井然。全
区各地州市合力唱响“新疆是个好地方”旅游品牌，
突破了行政区划，打造区域旅游联盟，让原本单一
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进一步推动了新疆旅游业
发展。有业内人士认为，旅游合作联盟让各地紧
密互动，有助于旅游区域品牌的打造和培育，促进
形成差异化的旅游品牌，提高了旅游区域的“黏
度”，可有效破解“旅长游短”难题，提升旅游业综
合效益。

守 护﹃两 座 山﹄ 打 好﹃三 张 牌﹄

14 一线调查

新疆昭苏：

旅游产业“策马奔腾”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王川坤分外忙碌。在新疆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
园，
他忙着为游客讲解马匹知识，
“很多人对马一知半解，
希望让大家更了
解马，
尤其是新疆伊犁马”
。
王川坤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马产业研究院，3 年前随学校科研团队来
到昭苏，
针对当地伊犁马品种、特性、培育等开展研究。在旅游旺季，
他们
还肩负着传播伊犁马知识的任务。
新疆马匹存栏达 90 余万匹，作为伊犁马核心产区的昭苏县，马匹存
栏近 10.9 万匹。近年来，昭苏马产业正从传统的繁育、骑乘、肉食向旅游
等领域延伸，10 余万匹骏马成为昭苏旅游的重要依托。眼下，当地旅游
业正
“策马奔腾”，
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目前，昭苏建成了天马旅游文化园、天马文化产业园，布局建设了民
生产业园和生态景观马道，以骏马为卖点，推动旅游业上台阶。同时，大
力发展“旅游＋赛事”，2015 年以来每年承办中国马术耐力赛、中国速度
赛马巡回赛、丝绸之路中国杯、新疆育马者杯等 20 余场次国内顶级赛事，
实现了马赛事常态化。
每到旅游旺季，这些赛事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周边牧民的
参与。不久前，
北京游客郝敏专门自驾车来到昭苏县，
在天马国际旅游节
期间观看马术表演和速度赛马。
“早就听说‘伊犁马’的大名，就想来一睹
真容，
马术表演和赛马都特别精彩。”
以马为主题的“旅游＋研学”模式也在破题。在李进亭看来，马产业
无疑是近年来新疆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之一。3 年前，他到昭苏开办马
术研学营。
“主打英式马术，体验内容主要有马术教学、学习马文化知识、
与马相关的手工课、草原野骑等。”
今年，研学营将从 6 月中旬持续至 8 月底，仅一个多月时间，已有 300
余人报名参与。李进亭说，除了丰富的马资源，一对一的专业教练培训，
也更加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深入地体会马术的乐趣。
“我们计划冬天也开
设研学营相关活动，
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
记者了解到，
昭苏县还以旅游为切入点，
培育现代马产业三产融合发展
新高地。近日，
昭苏马场与江苏一家企业达成协议，
合作开发孕马尿加工项
目。
“仅靠孕马尿的原料收集，
我们每年就可增收约100万元。未来，
还将开
展马肉和马乳加工，
市场前景同样可期。
”
马场畜牧兽医科副科长邓海峰说。
以特殊奶粉产品生产为主的新疆源西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把目光
投向了骏马。
“我们借助昭苏优质的马资源，
研发了马奶粉，
并已在当地建
厂，
准备大批量生产。”公司销售代表孙红梅说，
“在今年国际天马节期间，
我们展示的产品吸引了很多人咨询加盟，相信会带动当地一批人就业和
致富”
。
昭苏县马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海介绍，今年 7 月份，昭苏县还
与一家集马文化产业、马产品产业、马科学产业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高技术
开发企业签订了发展现代马产业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这为推动新疆乃至
全国马产业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昭苏马产业发展动能将进一步释放。”李
海自信地说。
（文/耿丹丹）

7 月 18 日，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在昭苏县开幕，现场骏马奔腾，
气氛热烈。
耿丹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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