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0个个游游客客中中有有88个个是是自自驾驾游游
山东为有车一族设自驾滑雪日，金象山滑雪场每周三向主驾免费

造造雪雪一一次次花花数数十十万万
济南有约十家滑雪场，积雪多靠人工制造

葛延伸调查

金象山圣诞活动。（资料片） 周慧 摄

本报记者 宋磊

滑雪是冬季主要运动休闲
项目，12月中旬后，济南各大滑
雪场陆续开门纳客。据了解，济
南境内目前10家左右滑雪场，这
些滑雪场中有今年新开的，也有
像金象山这种开业十多年的品
牌老滑雪场，经营状况参差不
齐。一般来说，滑雪场投资成本
很高，造一场雪就耗费数十万，
而一个滑雪场要收回成本一般
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今年11月底就开
业，为12年来最早

济南在2004年诞生了首家
滑雪场——— 金象山滑雪场；2005
年卧虎山、九顶塔滑雪场相继开
业；2012年又有了第四家滑雪场
世际园滑雪场。根据济南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济南周
边目前有 10 家左右的滑雪场。

11 月 22 日，济南下了一场
小雪，借助这场小雪，济南金象
山滑雪场今年早早地开业了。金
象山滑雪场副总经理贾俊磊告
诉记者，这是 12 年来头一次在
11 月底就开业，是历年来开业
最早的一次。

“我们利用这场小雪，11月 22
日和 23 日发动造雪机，早早地就
把雪场开起来了，周末就吸引来

不少滑雪爱好者。”贾俊磊说，开
业一个月以来，每个周末都能接
纳 1500-2000人的滑雪者。

相比于金象山滑雪场如此
早的开业，其他很多滑雪场都是
12 月 15 日以后才开业。据了解，
现在开业的共有五六家，今年气
温迟迟降不下来，缺少滑雪氛围
是一些滑雪场开业较晚的主要
影响因素。知情人士介绍，造雪

机造不出合适的雪也是影响一
些滑雪场开业的因素。

一般来说，滑雪场的雪季在
3 个月左右，雪季的长短直接影
响滑雪场的效益。有条件的滑雪
场都设有夜间场，以延长营业时
间，增加收入。像金象山、蟠龙山
等滑雪场都有夜间滑雪场，“有
的年轻人平时工作太忙太累，有
时候需要释放压力来放松自己，
夜间滑雪是他们很好的选择。”
贾俊磊说，现在金象山滑雪场的
夜场已经由原来的晚上 6 点到
9 点，提前至下午 4 点到 9 点，可
以算得上是下午场了。

积雪多靠人工制
造，水电成本占大头

据了解，滑雪成为冬季旅游
项目，是伴随大规模造雪技术的
成熟开始的。滑雪场一般采用进
口造雪设备，利用雪花降落的原
理，将水和空气混合，在适宜条
件下制造出雪花。人工造雪对周
边环境的湿度、温度、风向等都
有严格要求，一般夜间最低温度
能稳定在-2℃，空气湿度低于
50% 时，才能人工造雪。

不过，滑雪场的成本可是不
菲，据了解，目前一台进口造雪机
的市场价格就在 30 万元左右，一

台造雪机每小时造雪 40 立方米
左右，一般雪道的积雪厚度要达
到近 1 米时才具备开放条件，而
且每天还需要对一些融化的积雪
进行补雪，还需要经过用压雪机
对雪道进行碾压除皱等工序。

据了解，滑雪场的积雪多靠
人工制造，需要大量的水资源。
一个中型规模滑雪场一个滑雪
季需要用水 3-4 万立方米。滑雪
场最大的成本是水电，气温越
高，造雪成本也相应增加。不过
滑雪场更担心的是最低气温高
于0℃，这个气温将无法进行人
工造雪，滑雪场无法正常营业。

据金象山滑雪场工作人员
介绍，金象山滑雪场一共有8台
造雪机，每天晚上9点夜场结束
后，就有专门值班人员开始上
班，在夜间气温条件和湿度条件
合适时，就开始造雪。除了造雪
设备成本，还有人力、水电、用
地、教练、管理等诸多成本因素，
完全铺满一个中型滑雪场需要
一周时间，人工造雪一次的成本
需要数十万。滑雪场门票一般在
150-200元左右，但很多时候都是
打折搞活动，有时候门票低至仅
有几十元，一般来说，一个滑雪场
的投资，要三四年才能回本。知情
人士介绍，有的滑雪场甚至还没
收回成本，就草草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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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一一年年 33000000万万人人自自驾驾出出游游
首届自驾游产业融合发展研讨会 28 日举行

本报济南12月21日讯(记
者 乔显佳 宋磊) 为抢
抓自驾游快速发展红利，引导
自驾高端客户群巨大消费能
力，推进自驾与其金融、汽车
等紧密相关领域融合发展，12
月28日，由山东旅游行业协
会、齐鲁晚报共同主办，山东
自驾游分会、齐鲁晚报旅游工
作室承办的山东省首届自驾
游产业融合发展研讨会将在
商河温泉基地举办。

本次会议会期为12月
28 — 29 日，议题主要有，探讨
中国自驾游发展现状和趋势，
探讨山东自驾发展特点；探讨
自驾高端消费群的特质，金融
单位如何与车友高消费群体
结合；探讨如何利用自驾关注
度高、吸引力强的特点加强企
业与自驾高端客户互动，使其
成为企业维系客户、回报客户
的一种新颖方式；探讨如何建
立自驾、金融、汽车、旅游行业
的常态化联络机制，推进产业
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新局面。

有数据显示，自驾游已占
整个旅游市场出游比例 60%，
部分景区及目的地更是占比

高达 80% 以上。据中国旅游车
船协会预测，到“十三五”时期
末，我国自驾游人数将达到
58 亿人次，约占国内旅游人
数的 70% 以上。自驾行业无论
消费人群、产业规模、产业聚
集都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发
展亮点。

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自
驾游分会于 2016 年在省旅发
委领导下建立，会长单位追风
行者自驾俱乐部已成功组织
1800 余期中长途自驾活动、吸
引汇聚 20 余万名高端车友参
与和关注，逐步发展成为全国
汇聚车友最多、活跃度最高、
黏合度最强的自驾游俱乐部。
山东自驾游无论是组织参与
机构还是参与游客群体，均逐
年壮大。

山东全省拥有私家车辆
高达 886 万辆，自驾出游消费
人群 3000 万，人均年自驾消
费 3000 元，年出游累计 1 .5 亿
人次，自驾行业发展拥有巨大
潜力和潜能。欢迎自驾紧密相
关银行、保险、汽车等相关单
位参会，共商自驾发展大计，
共享自驾行业发展红利，推进
产业融合，培育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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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12 月 21 日讯(记
者 宋磊) 近日，山东省旅游
行业协会自驾游分会在全国率
先发起山东自驾滑雪日。启动仪
式在济南金象山滑雪场举行。全
省自驾游爱好者、滑雪爱好者从
此将拥有专属自驾节日，拥有专
属自驾滑雪场地。今后凡在滑雪
季内自驾车主每周三可到金象
山免费滑雪，凡滑雪爱好者到金
象山滑雪将获赠自驾基金。自驾
与滑雪互为依托，互相促进，两
者结合有效拉动山东冬季旅游
市场。

当天，济南金象山滑雪场获
颁山东自驾滑雪基地称号，成为
山东自驾滑雪日指定实施承办
地，也成为山东省内首家自驾滑
雪基地。金象山滑雪场总经理刘
荣成说：“能成为山东省内首家
自驾滑雪基地是对济南金象山

滑雪场的认可，景区将发挥自身
优势全力支持山东自驾滑雪日
实施，开辟自驾滑雪日专门停车
场，设立自驾滑雪日绿色通道，
针对有车一族提供个性化服务，
让全省自驾游爱好者体验高品
质滑雪，体会自驾滑雪日带来的
极致体验。”

自驾滑雪日设立对引领冬
季旅游市场消费，推广普及滑雪
运动，增加游客参与热情，推动
旅游产品消费转型升级具有积
极的意义。省自驾游分会会长谢
英民说：“自驾已经成为出游主
要方式，自驾客源占比高达 80%，
为有车一族设立专属节日，将增
加有车一族荣誉感和归属感，带
动有车一族参与冬季旅游项目
热情，提升车友参与滑雪频率和
频次，这对于滑雪企业、对于自
驾游爱好者属于双赢多赢的好
事情，对拉动山东冬季旅游市场
也大有帮助，在全国系首创。”

自驾滑雪日固定在滑雪季
每个周三(节假日除外)，只要是
自驾车 2 人以上主驾可在济南
金象山免费体验滑雪 2 个小时，
参与者需提前 2 天在省自驾游

分会公众号或济南金象山滑雪
场公众号预约，凭回复验证码及
另一同行人门票在景区体验免
费滑雪项目。

自驾滑雪日启动当天，济南
金象山滑雪场联合省自驾游分会
启动了百万自驾基金大赠送活
动，凡到济南金象山滑雪的游客
都有机会领取一张面额百元自驾
滑雪基金代金券，在一年时间内
可以参与全省最大自驾俱乐部追
风行者体验活动，凭借自驾基金
券直接冲抵相关费用，让滑雪爱
好者有机会体验自驾乐趣，实现
滑雪到自驾的自由切换。

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秘
书长尚文轩说，山东省自驾滑
雪日的设立在全国看是一个
创举，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活
动很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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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 追风行者自驾游活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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