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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滑雪分布图

东北滑雪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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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达长白山滑雪场

   

1、雪场简介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滑雪场总占地面积6.34平方公里，雪道面积94万平方米，造雪面积104万平

方米。滑雪场处于世界滑雪黄金纬度42°-46°下，降雪量为1.5-2米，雪期为每年的11月中旬-次

年4月中旬，达150天。

滑雪场以冬暖、奇趣为特色。无风就是暖，好的避风条件能让滑雪者更好的享受舒适的雪季。长

白山脉的森林资源，赋予了滑雪运动的神秘感，在百年丛林中滑行，顿时身临一种异域的国度中

；再加之较长日照时间，形成了独特的冬日暖阳的气候，温度与湿度的合适的比例，更是让度假

区的滑雪场成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滑雪度假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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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滑雪圈
2012年11月雪场风光(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地址：吉林省抚松县松江河镇万达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网址：www.china-cbs.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0-987-666

营业时间：日场08:30-16:30，夜场18:00-22:00（2012年11月30日开始营业）

滑雪会籍分三种：

 滑雪长期会籍（滑雪度假贵宾卡）

价格：21000元；实行实名制，仅限本人滑雪季使用。

尊享以下权益：有效期为20年，不限节假日；雪道、缆车使用权；VIP室使用权（可携一人）；

滑雪当日免费使用储物柜。

滑雪双年会籍（滑雪双年卡）

价格：5000元； 实行实名制，仅限本人滑雪季使用。

享受以下权益：有效期为两个连续滑雪季，不限节假日；雪道、缆车使用权；VIP室使用权（仅

限本人）；滑雪当日免费使用储物柜。

滑雪计次会籍（滑雪计次卡）

价格：2000元； 不限本人使用。

享受以下权益：有效期为启动日起至当期雪季经营期结束，不限节假日；享有雪道、缆车使用权7

天或7人次；滑雪当日免费使用储物柜。

   

2、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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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班信息

1、北京：目前有1个直飞航班，后续还将新增1个直飞航班。

航班：北京（首都）-长白山 CZ6154 10:30-12:30

长白山-北京（首都） CZ6153 17:45-19:45

也可先乘坐飞机抵达长春，由长春转机抵达长白山。

 2、上海：目前有1个直飞航班，后续还将新增1个直飞航班。

航班：上海（浦东）-长白山 CZ6156（MU3292） 17:10-20:50

长白山-上海（浦东） CZ6155（MU3293） 12:00-16:00

也可先乘坐飞机抵达长春或者延吉，再转机抵达长白山。

上海（虹桥）-延吉 CZ6552（MU3306） 20:15-23:55；

上海（浦东）-延吉 MU5651 15:05-18:00

延吉-上海（虹桥） CZ6551 15:00-19:20；

延吉-上海（浦东） MU5652 20:50-23:50

3、长春：目前有4个直飞航班

航班：长春（龙嘉）-长白山 CZ6377 07:00-07:40 ；CZ6609 10:30-11:10； CZ6561

13:30-14:10；CZ6156 20:20-20:50

长白山-长春（龙嘉） CZ6378 08:10-08:40； CZ6155 12:00-12:40； CZ6562 14:50-15:30；CZ6610

21:50-22:30

4、沈阳：目前有1个直飞航班

航班：沈阳-长白山 CZ6583 15:30-16:15

长白山-沈阳 CZ6154 16:55-17:40

5、延吉：目前有1个直飞航班

航班：延吉-长白山 CZ6153 16:30-17:05

长白山-延吉 CZ6154 23:55-00:30

6、广州、深圳、成都、南京等城市可直接乘机至北京、长春或沈阳转机至长白山。

 （二）自驾线路

长春至度假区约300公里，大概需3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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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至度假区约500公里，大概需5小时左右；

哈尔滨至度假区约600公里，大概需6小时左右；

大连至度假区约900公里，大概需9小时左右。

   

3、雪道

长白山滑雪场由世界排名第一的设计过五届冬奥会的加拿大Ecosign公司世界雪场设计大师Mr.

Don Murray为主导的顶尖团队精心打造。

长白山山脉先天的自然优势，

赋予了滑雪运动的神秘感；壶状地形，迷宫般多变的雪道，大大增加滑雪者的趣味性。

分布于主峰的东、

西、北三个方向，现已建成滑雪道43条，总长30公里，设计可同时承载8000人滑雪，

其中包括9条冬奥会标准的高级雪道，可供各类滑雪者尽情释放真我。

滑雪场建有国际标准的单板U型槽场地、Mogul场地， 场地分初、中、高级结合的多样化雪道，

还有单、双板地形公园等，其雪上技巧和U型场地为国家指定训练基地， 可以承办国际单项赛事

。雪场内部分雪道架设灯光，可在夜间滑雪，充分满足不同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滑雪场雪道情况：

高级道：高级道9条

中级道：中级道14条

初级道：其中初级道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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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长白山国际滑雪场 GEF（东区）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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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长白山国际滑雪场 A2（东区）雪道图

万达长白山国际滑雪场 2M（西区）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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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长白山国际滑雪场 L（西区）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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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雪季万达长白山国际滑雪场雪道参数

   

4、设施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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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具(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齐全的机械设备

造雪系统来自采用意大利天冰造雪系统，完全可以满足滑雪场前期造雪的需求。滑雪场4台国际进

口的压雪车，保证每天开放的雪道的舒适性，并根据雪道雪的情况酌情开放天然雪滑道，创造舒

适安全的滑雪条件。

 一站式的滑具保养系统

滑雪器材共有3个世界顶级滑雪品牌2200套， 奥地利的Atomic、意大利的Nordica、斯洛文尼亚的El

an，印制统一的logo，而儿童滑雪用具共有200套。雪具厅室内、外配置雪板临时储存架、雪板清

洗机，为滑雪者创造最大的便利条件，且滑雪场配备国际最先进的雪板维护打蜡一体机，及时雪

板维护，保证滑雪者安全，并开展个人雪板维护业务，为您的雪板提供一站式化服务。

先进的输送系统

2条国际上最先进的8人脱挂式暖厢索道，3条脱挂式吊椅索道，2条固定抱索器吊椅索道，

运力共计13800人/小时；让你轻松自如的到达指定雪道，并一览长白山冬日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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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长白山国际滑雪场索道参数

   

5、娱乐项目

不喜欢滑雪也没关系，这里的冰上乐园，可以滑冰，玩冰上碰碰车，打冰尜，或者坐上雪橇

让哈士奇带你逛逛度假区。

专为儿童设置的滑雪项目：

儿童滑雪场

会跑就会滑雪，滑雪场特别为儿童开辟了一个雪地天堂，儿童滑雪场由专业从事儿童滑雪团队打

造。 一家人， 快乐的享受滑雪度假时，孩子总会让家长有所担心，不能放开手脚尽情享受滑雪乐

趣。儿童滑雪场将改变这一现状， 滑雪场设计了适合相应年龄段的雪道，由专业教练带队学习，

不仅提供专业的教学，关键能引导儿童对滑雪的兴趣。 让孩子真正感受挑战自然，征服自我的乐

                                               14 / 64



�������

东北滑雪圈
趣。当您畅享完雪道的乐趣后，会发现自己的“小宝贝”也成为滑雪高手了，

在娱乐中爱上滑雪。

 儿童娱雪乐园

娱雪区就是为儿童接触滑雪，培养兴趣而建立，让未来的滑雪强者有个美妙的冰雪童年。

度假区内特别设置了城堡 滑梯，秋千，冰屋和翘翘板等，还有专为年龄较轻的儿童设置的弹床和

为稍微年长儿童而设置的微型滑雪门、 轮胎滑雪区和儿童雪上机动车，让整个滑雪场都披上一层

童话盛装，我们家宝贝从来没有玩雪玩的这么开心过。

 儿童活动中心

度假区内您可以带上宝贝儿去冰雪世界感受那份晶莹

剔透，也可以在那些梦想般的滑道上尽享亲子之乐。累了，

疲了，就可以回到滑雪区不远处的儿童活动中心，

那里专门设有食物为您和您的宝贝补充能量，一般的游乐， 手工制作，和午睡休息的空间⋯⋯

   

6、雪场风景

长白山的冬天纯洁、完美、宛如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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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冬日风光(图片由网友 @沿着铁轨去流浪 提供)

 冬日长白山的亮点：

1、长白瀑布挂在群峰竞秀的半壁天堑上，景致蔚为绮丽壮观。水汽弥漫、虹霓霞雾、珠垂玉附、

喷金泼翠的瀑布，美不胜收。

2、红日、雪松、祥云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圣洁的图画。

3、东北的雾淞与桂林的山水、长江的三峡、云南的石林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

4、长白山大峡谷集奇峰、怪石、幽谷、秀水、古树、珍草为一体，原始的意境，奇景不断

5、天池湖水深幽清澈，象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群山环绕之中，使人如临仙境。

6、天池瀑布激流跌落，一泄千丈，浪花飞溅，如雨似散。

7、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长白温泉群，共有13眼向外涌水，水流不断，雾气蒸腾，如同仙境，

不在人间。

8、美人松林，其因形若美女而得名，是长白山独有的美丽的自然景观。

   

7、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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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山林，纯净呼吸，度假区景观本身就是一顿视觉美味，当餐厅将原生态美食与现代顶级厨艺

相结合时，两种美味相互作用，此时只有“人生如此，夫复何求”之感慨。

佛库伦餐厅、山顶餐厅、小镇餐饮都收录着长白山地区各种山珍美食。长白山腹地生长的森林鸡

和森林猪，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食材，通过多种特色料理形式加工创造，让味觉沉浸在长白的活力

中。另外，创意煎饼、创意点心、自制冰淇淋、BBQ等等，创意美食Party就在于此！

   

8、住宿指南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滑雪场，以世界级旅游度假区为依托，共享其200亿元配套建设。高端星级

品牌酒店， 如柏悦、凯悦、威斯汀等，将群体空间长白山，形成规模庞大的奢华酒店群落。此外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还将建设 了旅游小镇等。以欧式山地小镇风情，为来访者提供包括购物

、温泉、KTV休闲娱乐等各项服务。

   

9、沿途温泉

度假区内拥有最具疗养价值的火山雪域温泉，泉涌2700米。偏硅酸氟型温泉，富含锶、锂、锌、

碘等微量元素，对心脑血管疾病等有良好的功效。

   

10、旅人提示

1）高山滑雪有一定的危险性，请佩戴头盔。

2）根据体育局的有关规定，为了防止发生冲撞事故，未穿雪鞋、雪板请不要进入滑雪区域，观看

滑雪或等 候亲友的朋友请在观景平台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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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林北大湖滑雪场

   

1、雪场简介

吉林北大湖滑雪场（又名北大壶滑雪场）位于吉林市永吉县五里河镇，距市区仅56公里，可供国

际比赛之用。北大湖滑雪场是集竞赛、训练、旅游、健身康复于一体的体育和旅游中心，曾成功

地接待了全国第八届冬季运动会，全国第九届冬季运动会也在这里举行。 

北大湖滑雪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山坡平缓，少陡崖峭壁，主峰海拔1408.8米，海拔高度

超过1200米的山峰有9座。冬季平均气温摄氏零下10.2度，一度年份最初降雪日在10月下旬，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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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雪日在4月下旬，积雪日达160天左右。积雪深充山下约0.5米，中间约1米，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

段积雪可达1.5米左右。由于整个区域三面环山，冬季风小，有时近似静风，气候较适宜，所以，

北大湖滑雪场完全可以满足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自由滑雪、现代两项及雪车、雪撬

等雪上项目场地的建设要求，达到国际雪上竞赛场地的水平。

北大湖是中国滑雪期最长的雪场，每年10月下旬至翌年4月初为降雪期，有效滑雪期自11月中旬开

始长达约140天。2012-2013雪季将有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滑雪包机、滑雪专列等每月一个主题，

精彩不断，惊喜连连。

地址：吉林北大湖体育旅游经济开发区

电话：400-606-7070

营业时间：08:00-16:30

网址：www.beidahuski.com

门票：索道平日半天（吊厢和吊椅）200元

具体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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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

飞机：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机场地址：长春市东北部的九台东湖镇与龙嘉镇交汇处

咨询电话：0431-88797114

航班问询：0431-8879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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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巴士

长春方面：

票价：20元（全程50分钟）

电话：0431-88798400

长春民航中心（售票处）→龙嘉机场：06:00-18:00，整点发车

龙嘉机场→长春民航中心（售票处）：随航班动态发车；

吉林方面：

票价：40元（全程1小时15分）

电话：0432-2454260

吉林民航中心（售票处）→龙嘉机场：05:30-15:00 （每1.5小时一班）

龙嘉机场→吉林民航中心（售票处）：11:30-21:30（每1小时一班）

旅人提示：

19点30分发往吉林方向的大巴人比较多，尽量早上车早购票，以免没座；吉林方向卖票时间为发

车前30分钟开始，另外，在南关北航那里有很多出租车到机场也是20元/人，大约20分钟左右到，

着急的朋友可以考虑乘坐。

城际高铁：

长吉城际铁路在龙嘉国际机场设有车站，动车组列车可以直接开进机场，并且从长春站到机场只

需9分钟，从吉林站到机场只要21分钟，能够为进出龙嘉国际机场的旅客换乘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达到铁路、航空、公路运输“零换乘”，实现三种交通方式的无缝对接。

火车：

距离雪场最近的火车站为吉林市火车站，路程60公里，开车大约需要1小时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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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

自驾车可以走高速公路到沈阳，此时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走沈哈高速转长吉高速到吉林，然后从

吉林到口前再到五里河（也就是雪场所在地的进山路口的一个镇子），二是走沈吉高速到梅河口

再到桦甸然后奔五里河，两者从时间上差不多，后者距离要短，但是普通公路较长，虽然高等级

的公路比较多，但是部分地方路况相对复杂，好处是过往车辆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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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湖滑雪场班车：

吉林发车时间：07:30（若T271晚点到达，发车时间向后推迟）

班车路线：吉林站→柴草市→口前→北大湖滑雪场

雪场发车时间：17:00

班车路线：北大湖滑雪场→口前→柴草市→吉林站

班车价格：单程30元/人 往返50元/人(周六、周日免费)

班车停靠位置：一号站台（下车后不出站，在出站口的左侧）

根据预定人数派车：

1）预定人数在16人以内（包含16人）派全顺新时代；

2）预定人数在25人以内（包含25人）派中客接站；

3）预定人数在35人以内（包含35人）派大客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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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定人数在35人以上派中客和大客共同接站

为方便雪友出行，保证有序乘车，北大湖滑雪场班车实行实名制预定政策。自2012年3月8日起，

如果想乘坐每天早上07:30从吉林站前往北大湖滑雪场的的雪场班车，请务必拨打电话400-606-7070

提前预定，雪场将根据预定情况适当调配车辆。回程车辆，17:00从亚运村酒店门前发车，乘客需

在16:30分前到亚运村酒店前台预订，预订客人请留下全名及联系电话，上车顺序以预定顺序为准

。班车座位将优先安排预定人员，没有预定的游客将最后安排。

中巴：

在吉林客运中心乘直达北大湖滑雪场的中巴，约20元，每天有五班车，发车时间为06:50、07:20、

08:10、12:20、12:40；

市内交通：

吉林市客运中心乘直达北大湖滑雪场的中巴，车费约20元，每天有五班车，发车时间为06:50、07:

20、08:10、12:20、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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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雪道

雪道示意图： 

北大湖滑雪场现有国际标准高山雪道13条，总长约20公里，占地30公顷，雪道最大坡度32度，最

小坡度7度，平均坡度15度左右。它还有一条10公里环行越野雪道，穿行在森林中；有标准专业W

90米级跳台、W50米级跳台、W20米级跳台和自由滑雪台各一座；滑雪索道7条，托牵1条，总长

度约10360米。为美国进口设备，分双人吊椅和三人吊椅两种，运输能力达到5000人/小时，索道直

通山顶并与雪道相连，既可满足不同档次滑雪旅游者的需要，又能为旅游者上山观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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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大湖滑雪场主要开放的是1、2号雪道，供不同水平的滑雪者滑行。1号雪道长904米，宽60

米，上半段坡度15°，下半段坡度6°，平均坡度10°，为初级道，但比较适合有一定滑雪基础的

初学者进一步提高。2号雪道长1404米，宽40米，平均坡度25°，为中级滑道，它一般开放的时间

较短，雪道呈阶梯状，在滑行中常会有凌空飞跃的感觉。

今年新增的14号雪道青云大道全长3200米，适合个级别滑雪爱好者，高级滑雪爱好者漫步，中级

滑雪爱好者“平步青云”，也适合入门的初级爱好者挑战。

雪道详情： 

   

4、设施与装备

北大湖雪具大厅是集雪具租赁、雪服护具租赁、雪具寄存、雪具维修、滑雪学校、医务室、滑雪

用品专卖店、餐饮、水吧、咖啡厅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大厅。雪具大厅现有国际知名品牌ROSSIGN

OL、SALOMON、VOLKI、ATOMIC、K2、NITRO、NORDICA、LANGE、TECNICA。公园板

、技巧板等单双雪鞋雪板一千余副。能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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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价格： 

供租赁的雪具有普通高山板、专业高山板、单板（Snowboard）、滑雪服、旅游滑雪靴、专业滑雪

靴、雪地摩托、雪橇等，但在滑雪旺季，普通高山板常常会暂时不够用，如果能自带雪具，那么

会非常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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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场有专业教练为客人提供不同层次的教练服务。滑雪场的医务室提供初级医疗服务，北雪大

厦及运动员村还为滑雪者准备了打蜡室、健身房等设施。

北大湖国际滑雪学校针对初级滑雪爱好者，推出零基础“30分钟免费滑雪”体验及90分钟“初学

者基础培训”打包课程；针对高级滑雪玩家，开设有的“SLALOM旗门培训班”、“自由式（FR

EESTYLE）培训班”及“野雪（FREERIDE）培训班”；针对”雪二代”，开设有“宝贝乐园快乐

成长班”（初级）、“儿童基础培训班”（中级）及少年挑战培训班（高级）”，保证孩子安全

，快速地学习“犁式”、“平行”、小回转各类滑雪技巧。学校根据每期报名人数和时间，分为

私人教学1v1、私人教学1v4及以下、团队教学（5-10人）三种授课方式。广大滑雪爱好者可以根据

个人需求灵活定制课程，系统地进行滑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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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课程：

北大湖国际滑雪学校30分钟免费教学+90分钟初学者基础培训班=120元/人

人数：5-10人

课程时间：每周六上午10:00、每周日下午13:30、每周日上午9:30

电话：0432-64201047

   

5、娱乐项目

北大湖滑雪场配备有现代两项射击场及雪车、雪撬等雪上娱乐项目，以及滑雪俱乐部、游泳池、

钓鱼池、网球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狩猎场、森林公园、趣味波浪道、小型跳台、儿童专属

魔毯，室内外儿童游乐区域、跷跷板、滑梯、改建的滑雪公园，为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滑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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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更广泛、更多元化的娱乐享受。 

   

6、雪场风景

北大湖滑雪场除滑雪外，本身没有太多的风景点可以旅游，但是吉林市的雾凇却以其“冬天里的

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同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所以

到吉林不但可以滑雪还可以欣赏美丽的“雾淞”，雾淞出现于每年的十一月下旬至笠年的三四月

，约六七十次。 

                                               30 / 64



�������

东北滑雪圈

   

7、餐饮服务

全新规划建设的山顶餐吧位于六人高度缆车的终点处，在这里，透过开阔的观览大窗，可以将北

大湖的美景尽收眼底。餐吧总面积达500平方米，支持200人同时就餐。室内分为快餐区、咖啡区

、休闲区等几大区域，有餐厅精心准备的中餐、西餐、糕点、饮品等各种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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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住宿指南

北大湖滑雪场现有桥山北大湖度假酒店和亚运村大酒店。

桥山北大湖度假酒店地下一层，地上四层。酒店拥有162间客房，290张床位，中西餐厅3间，会议

室4间，同时配有商务中心、健身房及spa会馆等休闲娱乐设施，并建有地下停车位254个，更为热

爱滑雪的您提供雪具存放、保养等特色服务。酒店环山而绕，是一家集旅游、度假、商务、娱乐

、餐饮等多功能于一身、设施先进的国际五星级休闲度假酒店。每一个房间均经过精心设计及布

置，色调和谐柔美，家具品质优良、精美大方，房间内舒适宽敞、高贵典雅、视野开阔，开阔的

富饶雪景一览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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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湖亚运村按照国际四星级酒店标准建造，酒店建筑面积14129平方米，拥有客房188间，床位4

2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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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村客房内配有小酒吧、电子保险箱、个人电脑internet上网宽带接口、接收40套国际卫星节目

的TV。餐饮功能拥有中餐厅、西餐厅、伊斯兰餐厅、音乐酒吧、咖啡厅、各类VIP餐饮包房，提

供典雅温馨的休憩小酌环境。健身娱乐中心设施齐全，健身房提供多种当今国际流行的健身器械

，娱乐中心配有VIP包房、棋牌室、斯诺克台球、乒乓球、网吧、按摩室等休闲娱乐项目。酒店

拥有容纳150人的新闻发布中心及各类会议室，商务中心提供全天24小时商务服务，酒店还设有20

0个室外泊车位。酒店整体环境温馨舒适，浪漫典雅，是运动休闲、度假、观光旅游一天后理想的

下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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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旅人提示

1）自带雪具的背包族可以住滑雪场边的老乡家，价格10元/人/天；

2）由于运动造成体液流失，以及雪场气候等因素，所以在这里要多补充VC；

3）由于北大湖气温较低，推荐10:00-14:00为最佳滑雪时间，这个时间以前以后因太阳不能照到雪

道上而使这里的气温太低，所以不是特别适合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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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布力滑雪场

   

1、雪场简介

如果你想滑雪但没听说过亚布力，不用说，菜鸟。亚布力之于中国乃至亚洲，如阿尔卑斯之于欧

洲。亚布力区域拥有多家知名的滑雪场如：亚布力新濠阳光度假村滑雪场、新体委（奥林匹克）

、雅旺斯滑雪场、大青山滑雪场、云顶滑雪场等。同时这里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综合性雪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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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亚布力新濠阳光度假村滑雪场

新濠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坐落于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距北国名城哈尔滨以东196公里，

距牡丹江以西120公里，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设施最全、雪道最多、雪质最好的以滑雪旅游为特

色的四季度假旅游胜地。

地址：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电话：0451-53458888

网址：www.yabuliski.com

营业时间：08:00-16:00

门票：

1）会员卡

a、价格：2400元/张；

b、消费方式：自带板滑雪平日200元/天；周末220元/天；节日240元/天；

c、持有方式：实名制持有，只限本人使用；

d、尊享以下权益：

●有效期为2012-2013雪季

●免费尊享度假村专人接待服务

●免费尊享俱乐部休息室使用权

●免费尊享缆车、门禁通道使用权

●尊享酒店会员折扣价格

●免费尊享亚布力南站接送服务

e、会员卡其他优惠权益，请详见产品使用说明；

2）4次卡

a、价格：960元/张；

b、消费方式：自带板240元/天；

c、持有方式：实名制持有，只限本人滑雪使用；

d、尊享以下权益：

●有效期为2012-2013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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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尊享度假村专人接待服务

●免费尊享俱乐部休息室使用权

●免费尊享缆车、门禁通道使用权

●尊享酒店会员折扣价格

●免费尊享亚布力南站接送服务

3）7次卡

a价格：1680元/张

b消费方式：自带板240元/天

c持有方式：实名制持有，只限本人滑雪使用

d尊享以下权益：

●有效期为2012-2013雪季

●免费尊享度假村专人接待服务

●免费尊享俱乐部休息室使用权

●免费尊享缆车、门禁通道使用权

●尊享酒店会员折扣价格

●免费尊享亚布力南站接送服务

4）度假卡

a、价格：2000元/5000元/10000元/30000元/50000元；

b、可消费额度：2353元/6250元/12500元/40000元/66666元；

c、消费方式：所有度假村产品均以门市价价格消费；

d、持有方式：非实名制持有（可多人同时使用）；

e、尊享以下权益：

●有效期为两年；

●免费尊享度假村专人接待服务；

●免费尊享滑雪vip室使用权（限3人/天/卡）；

●免费尊享亚布力南站接送服务；

f、持卡者可在度假村商场刷卡购物，可购商品详见商品篇；

5）麦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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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价格：5888元；

b、消费方式：2012-2013年雪季自带板滑雪，不区分节假日、不限次数；

c、持有方式：实名制持有，只限本人滑雪使用；

d、尊享以下权益：

●有效期为2012-2013雪季（2012年11月未至2013年3月未）

●免费尊享度假村专人接待服务

●免费尊享vip室及储存柜使用权

●免费尊享缆车、门禁通道使用权

●尊享酒店会员折扣价格

●免费尊享亚布力南站接送服务

新体委（奥林匹克）

新体委滑雪场，隶属于黑龙江省体育局，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集接待滑雪旅游和滑雪运动员训练比

赛的综合性滑雪场。是国家首批“AAAA”景区内的“SSSSS”级旅游滑雪场，国家极地科学考察

办公室的冬季训练基地也设在这里，从1984年该基地设立至今，已接待了29批赴南极科学考察的

人员进行冬训。

地址：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营业时间：08:00-16:30

门票：

2012-2013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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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自费项目价格：

雅旺斯滑雪场

亚布力雅旺斯滑雪场座落于亚布力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内，距哈尔滨196公里，公路纵横交错

，铁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雪场总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000人滑雪。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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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竞技雪道林立的亚布力，雅旺斯无疑是最具亲合力的旅游滑雪天堂。大至雪道设计、滑雪运载

工具的选择，小至接待大厅休息区的桌椅陈设，处处都可以感受到雅旺斯的人文关怀。

地址：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营业时间：08:00-16:30

门票：

2012-2013票价：

大青山滑雪场

大青山滑雪场位于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第一家。雪道总长1000余米，雪俱1000余套，雪俱大厅

可容纳400余人，雪场总面积20000平方米，雪道平均宽度42米，装有拖牵式索道。场内可以乘坐

马、狗拉雪橇、堆雪人、雪地摄影，以及雪地摩托车供客人乘坐。雪场内有农家饭店一座，经营

东北农家特色饭菜。

地址：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营业时间：08:00-16:30

门票：

2012-2013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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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滑雪场

地址：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营业时间：08:00-16:30

门票：

2012-2013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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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俱乐部

地中海俱乐部位于亚布力新濠阳光度假村内采取的是一价全包奢华度假，内容包括：来回机票航

空公司、舱別等级及航班时间以供选择；欢迎及接送；税项及小费；选择房间舒适度：高级房、

豪华房、套房；套房内享用早餐；早餐，午餐，下午茶，小食以及晚餐；琳琅满目的自助餐食选

择；全日饮品及轻食:畅饮酒吧提供的国际优质饮料，并全天候供应小食等⋯⋯

地址：中国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电话：4000334678 

旅人提示：具体包含项目需电话垂询。

   

2、交通

（一）火车

亚布力有两个火车站，分别是亚布力站和亚布力南站。亚布力站指的是亚布力镇里，南来北往的

火车都经过这里，亚布力站是东西铁路线上的一个中间站，无论是去牡丹江方向还是哈尔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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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都经过这里。这里途径的列车非常多，平均40分钟差不多一趟经过的列车。而亚布力南站

，就是在镇南方，距离镇大约27公里远，一般来说南站就是指亚布力滑雪场了。因为到南站下车

的，基本去滑雪场的多。出来南站，就是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的山门了。

1）北京

目前北京每天有两列火车直达亚布力火车站，游客在亚布力下车后换乘中巴到达亚布力景区。 

2）哈尔滨

哈尔滨每天有9列火车可以到达亚布力火车站，下面是火车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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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牡丹江

牡丹江离亚布力很近，从牡丹江出发经过亚布力的火车也最多，有每天12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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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阳

沈阳作为东北最大的城市，从这里出发去亚布力滑雪的人自然不少，每天4列火车从沈阳出发经过

亚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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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所有火车在亚布力只经停2分钟，进站前必需做好下车准备。

（二）飞机

飞机作为当今社会最快捷的交通方式，对于那些想旅游但时间又不是很充裕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

的一种交通方式，去亚布力滑雪场，可以在哈尔滨或者牡丹江下飞机再转乘其它交通方式。

哈尔滨机场下飞机后由1楼出站口出站，选择民航班车可到达火车站，价格为20元/人。牡丹江的

海浪机场下飞机后可以称作机场大巴在人民大厦下车，如果有机票乘坐机场巴士是免费的，也可

以下飞机后直接打车过去，20多元就能搞定。

（1）北京

北京—哈尔滨

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的省会，每天往返于北京和哈尔滨之间的航班多达20多架次，所以坐飞机去哈

尔滨还是很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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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牡丹江

北京到牡丹江只有海南航空开通了直航，每周有两个航班往返于北京和牡丹江，其中HU7103每天

都有航班，HU7123逢周1、2、5有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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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

上海—哈尔滨 

上海—牡丹江

每天有四个航班往返于上海和牡丹江这两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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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驾

哈尔滨—（哈尚高速）—尚志—（绥满高速）—亚布力镇—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单边230公里

）

哈尔滨已开通了直通亚布力的高等级公路，哈尔滨自驾车到亚布力镇2个半小时左右（约230公里

）即可到达。哈尔滨出城收费站至亚布力收费站197公里，公路下道至滑雪场缆车站（即下哈尔滨

至绥芬河的301国道）2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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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路汽车

1）哈尔滨火车站对面龙运客运站乘坐旅游班车到亚布力镇，班车每天往返数次，单程约三小时，

到达亚布力镇后再换乘小巴到亚布力滑雪场。

电话：0451-3634528

2）汽车火车站广场对面的龙运汽车站每天上午07:30、10:00和下午13:20各有一班直达亚布力风车

山庄的旅游巴士，单程约3小时。

  3）从哈尔滨南岗对路客运站乘877、977、978路长途汽车到亚布力镇，再换乘中巴车到雪场。

每日08:00和13:20各有一班开往亚布力风车山庄的旅游班车。

4）滑雪节和冰雪节期间，每天在天鹅饭店、新世界北方酒店、凯莱商务酒店等地有专线旅游大巴

车。

                                               51 / 64



�������

东北滑雪圈

哈尔滨到雪场公路示意图

（五）从亚布力镇前往雪场

1）包小面：

出了亚布力火车站出站口，到处都是微型面包车的司机叫喊着拉客去雪场，一般一个微型面包车

到滑雪场，约为50元，时间为30分钟左右，行程在30公里，每个微型车能乘坐六个人。

2）大客车班车

到滑雪场的大客车，车费10元，车到了滑雪场度假区的山门，每个人会收取10元的门票。一般游

客坐亚布力镇上的小巴前往滑雪中心，抵达的是附近的交通山庄或其他，而别的山庄距离滑雪中

心步行需20分钟，要知道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步行20分钟是什么样的感受。

   

3、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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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新濠阳光度假村

亚布力新濠阳光度假村是亚布力最大的滑雪场，度假村拥有各类不同等级雪道17条，雪道总长度

达到31075米，其中高级雪道占43%、中级雪道占36%、初级雪道占21%。  

新濠阳光雪道示意图

亚布力新体委滑雪场

亚布力新体委滑雪场为中国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型旅游滑雪场，拥有高、中、初级滑雪道15

条，越野滑雪道1条，总长度三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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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度假区雪道示意图

亚布力雅旺斯滑雪场

该雪场为中美合资兴建，拥有高、中、初级滑雪道11条。

大青山滑雪场

大青山滑雪场是一个初级雪场地，这里坡度小，而且只有两条雪道，比较适合刚刚接触滑雪的朋

友。

地中海俱乐部

地中海俱乐部作为我国第一家一站式全包旅游度假村，自成立以来深受广大滑雪爱好者的欢迎，

但是亚布力地中海俱乐部并没有自己的雪道而是租用的阳光度假村的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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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度假区各大雪场分布图

   

4、设施与装备

亚布力滑雪场配备有POMA8人电加热座椅箱式缆车、POMA6人电加热座椅吊椅缆车和魔毯数条

，可以大幅度缩短从山脚到山顶所需的时间，大大提升了身处冰天雪地的舒适度和温暖度，大幅

提升了滑雪体验的舒适度。

5000套著名雪具生产商Atomic最新研发的“123型”初学者专用雪板（比普通雪板安全度提高50%

、初学效率提高50%）及中、高级各类雪板，先进的修板设备和技术娴熟的维修人员，随时为游

客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滑雪教学沿用北美和欧洲顶级的滑雪教学方式，学生和老师的人数比例不大于5:1，以确保练习和

教学的专注性和连贯性，确保在3堂培训课里让游客学会滑雪，让有经验的滑雪者大幅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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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娱乐项目

去亚布力玩不会滑雪怎么办？带着孩子怎么办？这一切的问题都很好解决，因为亚布力景区内的

各大雪场都为各位雪友提供了各种雪上和冰上的娱乐设施：比如狗拉雪橇、冰上碰碰车、雪地摩

托、高山旱地雪橇等等。除此之外每家雪场还都有专门的儿童公园或者儿童滑雪场，会有专职教

练和儿童照看员照顾孩子们，这也省去了大人们的担心，可以痛痛快快滑雪。

娱乐项目推荐：

1、观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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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车山庄（阳光度假村）以“风车”得名，风格各异的风车别墅群再现了十四世纪以来世界各国

风车经典，110座新古典风车组成“大地之子”风车网阵，堪称“世界风车博物馆”。户内与户外

休闲体育运动结合，冬季与夏季旅游项目兼顾，森林风光与人文景观交融，是风车山庄引以自豪

并获得众多游客交口称赞的三大特色。

2、滑轮胎

说是轮胎，样子象汽车里带，实际不是，也是那种充气后，鼓起来的轮胎状东西，人坐在上面，

在高处滑下低处，人坐在上面，无法控制速度和 方向，轮胎转着圈的滑了下来，上面的人就会尖

叫着转了下来，当然，自己重心没有掌握好，还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个跟头翻滚下来，但放心

，摔不坏的，都是 雪，摔着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地贴近自然，贴近大地。

3、滑道

滑道是风车山庄的娱乐项目，就是个铁皮槽子，顺山势蜿蜒而下，乘客在山顶乘坐特别制作的滑

车，速度可以由操纵杆自由控制，在山上 的入口滑下来，惊险刺激，全程2688米，被载入吉尼斯

记录。上山的时候，是乘坐索道上山的，只是一次，很多人说不过瘾，如果口袋的银子

多，就再来一次吧！

4、滑车

世界第一滑道上坐滑车下山。所谓滑车其实就一块板，中间有一个刹车模样的扳手，自行掌握速

度 ，单、双人都可以坐。这条引进德国技术建造的滑道，又被称为旱地雪橇，整条滑道长2680米

，一共有48个弯道，也就是说，胆子捎大些的人要刹车48次，快一点的4分钟就可到山底。

5、篝火

玩这个是需要条件的，建议要10个人以上才能玩，在空地上生起一堆篝火，放着动感节奏的音乐

，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跳舞，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足够疯狂一阵子，最后，点燃烟花爆竹，达

到娱乐高潮，美丽的烟花在纯净的夜空显得那么美丽壮观，每一个爆破声是那么的清晰有力，感

觉大地都在颤抖。 这种活动，人一生中也许就这一次。费用大约是500元左右。特别适合公司员

工外出拓展项目，可以加强人和人之间的亲和力。

6、雪人雪仗

如果能赶上下雪，这时候是最美的景色了，雪花慢慢悠悠地飘了下来，握个雪团打雪仗，再现儿

时时光。找个雪厚的地方，慢慢地团雪，最终滚成一个大雪团，堆个雪人，随便找点什么东西装

饰一下，一个特色雪人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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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雪地摩托车

  这个东西好，速度快，还能爬坡，当年打座山雕的时候，要是有这个交通工具可就方便多了。

样子就是个大摩托，就是没有轮子，下面是履带。

8、狗拉爬犁

体验体验狗拉爬犁着实叫人开心，不必说儿童的欢欣跳跃，就是大人们坐上狗拉爬犁，也会露出

孩子般的微笑。天天坐惯了车子、椅子，坐狗拉爬犁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6、雪场风景

亚布力滑雪场度假区由长白山脉海拔1374.8米的主峰大锅盔山、海拔1100米的二锅盔山和海拔1000

米的三锅盔山三座山峰组成，滑雪场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林密雪厚，风景壮观。由于景色宜人，

所以除滑雪之外，其他季节的亚布力也很适合休闲度假，夏天森林茂密，秋天层林尽染，分外美

丽。

   

7、餐饮服务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方人们的饮食文化也是不相同的。亚布力属于东北地区，来此滑雪

可以吃到地地道道的东北特色菜，除了风车山庄内设有餐厅，亚布力滑雪区内还有一些农户开设

的饭店。去农户家吃饭一定要坐火炕，在东北的热炕头上吃大盘大盘的东北菜，感觉十分温暖。

一锅得莫利炖活鱼鲜香扑鼻美味难挡；再来一盘东北大丰收的开胃菜使你食欲大增；最后尝一尝

东北大骨棒，间接了解东北人不拘一格的性格。

另外，在山顶餐厅的酒窖盛藏了2500瓶美酒，游客可以选择在浓郁的意大利氛围中静心品尝地道

的意大利比萨、pastas、面条和牛排，还可以在咖啡厅静静地品味法国红酒以及散发浓浓香气的拿

铁、卡布奇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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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大院

农家大院位于风车山庄内，采取东北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居风格建造，屋舍古朴宁静，室内格局

也按东北习俗布置。东南屋取材东北猎户的生活起居，东北屋大方喜庆的格调则着重展现农家情

趣，西屋再现当年知青下乡的生活场景，雅间中设有温暖的大炕，游客可转坐在炕桌旁品尝地道

的山珍野味和特色菜肴。

映山红餐厅

映山红餐厅以四方木梁装饰房顶，更显粗旷、豪爽。主营东北地方菜、山珍野味、农家菜和川菜

，餐厅内设大厅及三个雅间，可同时容纳120人就餐。

雅士奇餐厅

餐厅追求色调的感觉，顶灯及壁灯为欧美古典风格，墙壁以红色木砖贴面并配有名画装饰。经营

中餐菜肴，可同时容纳60人就餐。餐厅包间共有9间，每个包间均以世界著名的各大滑雪场命名，

可同时接待120多人就餐。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餐厅伊阁（Igloo）

伊阁是个简单的小型咖啡屋，可以为客人提供简单快捷的食品和饮料。

   

8、住宿指南

豪华酒店

                                               59 / 64



�������

东北滑雪圈
1、沐云楼酒店坐落于亚布力的山顶，这座已经是世界奢华精品酒店协会成员之一酒店，拥有20间

豪华客房，从房间阳台向下俯瞰，梦幻般的风景尽收眼底。

2、风车度假酒店系三星级涉外旅游饭店，包括假日1号、2号楼、雅士奇青年公寓，共有高中低档

床位200多张，康乐宫、中西餐厅、酒吧、商场、导游等服务项目十分完善。酒店中餐厅提供地道

东北风味的山珍野味和其他特色菜肴。

沐云楼、风车度假酒店预定价格参考： 

3、地中海俱乐部村坐落于亚布力国家公园的雪道脚下，拥有284间风格迥异的房间，为您提供高

档舒适的专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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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住宿：

青年公寓

距离风车山庄不远，特别推荐那里的三人房，就同宾馆的标房无异，只不过多了一张床位，公寓

很干净，布局上有点象学生宿舍，平日房价270元/间；另外，还有四人房，非常干净，设备齐全

，只不过卫生间是大家 合用的，平日价240元/间。不过，青年公寓内没有餐厅，用餐的话，得跑

到风车山庄去。24小时热水供应。

高山楼

一索终点旁的三层小楼是运动员休息的地方，从风车山庄入口处沿公路一直向上走2公里，俗称高

山楼。住宿条件很差，伙食更差，但收费较风车山庄低廉，只有“发烧级”的才去那里滑雪；这

里一个人30元一宿（一床），全部为6人间，上下铺，男女分开住，可以说是最实惠的地方了（不

保证睡眠质量）。但这里只适合中级及以上滑雪者，是国家高山滑雪训练基地，归黑龙江省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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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房源紧，应该先下手为强。

农家院住宿：

目前在亚布力只有青山村有农家院住宿。从亚布力南站走到青山村特别近，大概就500米。出了南

站顺着公路左拐，走1000米就能看见青山村的地标了。往村里面走，就是一家一家的农家院，大

家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好好挑选。农家火炕20－40元/人（有淋浴设施）。

旅人提示：

如果想在吃、住上节省最好的办法是住在亚布力镇，大多数小旅店每张床15元左右，吃的很好而

且非常便宜。

   

9、旅人提示

1）提防“冰缝子“。“冰缝子”是亚布力当地人对那些黑地陪，非专业导游的通称。这些冰缝子

们在每年十二月底到三四月份的滑雪旺季，负责拉游客到亚布力的农家院或者宾馆住宿，从中提

成。

2）亚布力地处山区雪场温度很低，有时会有很大的风，要格外小心冻伤。

3）亚布力滑雪场的高级道滑雪新手切勿尝试，不容困在雪道上“骑虎难下”而且很危险，容易被

撞伤。

4）如需聘请教练，最好在雪具厅入口先咨询和挑选教练，当挑选到合适的教练时，教练就会带你

办理全程滑雪手续。

5）租用雪场的雪具费用较高，特别是在周六、日可能会上浮很多，元旦、春节则更高。如果想常

去滑雪，最好的办法是置备一套雪具，想节省的话可考虑购买二手板。

6）如果你想花费更少的费用去滑雪，不妨到3月1号以后再去，通常亚布力的雪期一直要延续到4

月，但那时的价格已经大幅回落。

7）视力不好的滑雪者，不要戴隐形眼镜滑雪，如果跌倒后隐形眼镜掉落，找回来的可能性几乎不

存在。尽量配戴有边框的由树酯镜片制造的眼镜，它在受到撞击后不易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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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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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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