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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从新疆赛里木湖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分析入手 ,结合本区旅游规划目标 ,建议把赛里木湖地区常规旅游资

源并入到周边地质遗迹景观当中 ,丰富旅游活动内容和增添景区的地质科学内涵 ,增加旅游商品开发内容 ,从而提高本地区的知

名度和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达到深度开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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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里木湖国家风景名胜区位于新疆西北博乐境内 ,湖水浩焱广阔、恢宏博大、雄浑、神奇、壮丽 ,集

雄、奇、幽、旷和名、古、绝于一体[2 ] ,周边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众多 ,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历史文化和科学考

察价值 ,它是避暑疗养、水上游乐和开展生态旅游的一处风景旅游胜地。由于该湖是一个开放式的高山湖

泊 ,旅游活动周期较短 ,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 ,只有在原旅游区增添新的地质旅游景点 ,给原来的景点加入加

收地质科学内涵 ,实施良好的旅游资源规划和深层次的开发及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才能使赛里木湖旅游区

走上良性旅游发展轨道上来。

1 　新疆赛里木湖旅游风景名胜区概况

新疆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位于新疆天山西段高山断陷盆地中 ,是天山地区海拔最高的微咸湖泊 ,平均海

拔 2073 米 ,面积 458 Km2 ,四周高山环绕 ,西侧为沙里切库山 ,东侧为乎苏木奇格山 ,北侧为岗吉格山 ,南有

科古琴山支脉沙里切库山 ,形成封闭山间盆地 ,赛湖周边有众多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除了野天

鹅、湿地、草场、森林、乌孙古墓群、成吉思汗点将台以外 ,通过地质遗迹景观分布调查 ,发现周边还有大量科

学价值、欣赏价值、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旅游资源 ,如湖东北古出水口湖蚀阶地、查干郭勒石林、克孜勒玉依

峰林、石林、象形山石 ,克孜勒玉依冰桥、冰洞、湖蚀崖、果子沟山体滑坡点、山泉等地质地貌旅游资源 ,更加增

添了本区的魅力 ,自 1986 年引进俄罗斯高白鲑冷水鱼试养获得成功以来 ,赛里木湖目前已有十几种鱼类投

放试养 ,获得良好经济效益。

2 　赛里木湖景区开发与保护现状

2. 1 　赛里木湖交通基础设施开发现状

赛里木湖自古就是丝路北道的必经要道 ,以博乐市为依托其旅游区位和交通条件十分优越 ,312 国道 -

乌伊公路就紧靠赛里木湖东南岸通过 ,目前已开通奎赛高速公路 ,赛里木 - 果子沟高速公路也正在修建当

中 ,这大大提高了游客游览的便捷性 ,赛里木湖总体旅游规划设计的东门、南门、北门已建设完成并向游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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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门票 ,形成一半封闭式的湖泊景区 ,经济效益有所提升。

2. 2 　赛里木湖住宿、餐饮、娱乐设施开发现状

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的旅游接待、住宿设施几乎都集中在松树头一带森林下的湖边草场上 ,以蒙古毡房为主 ,

大多数为低档住宿设施 ,经营活动脏乱差 ,无污水排放系统 ,经营规模小 ,设施设备简陋 ,缺乏中高档次的餐饮、住

宿设施 ,且前总体规划中的旅游服务接待中心在东北角古出水口附近已初具规模 ,使旅游经营活动集中、规范有序

将打下良好的基础 ,赛里木湖旅游区娱乐、购物等其他形式的旅游收入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2. 3 　赛里木湖旅游线路开发现状

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旅游产品较单一 ,主要有环湖观光游、自驾车游、自行车比赛游、游艇游、草原观光

游、乌孙古墓游、摄影游等 ,缺乏参与性较强的旅游项目 ,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和消费水平相对都比较低 ,同

时旅游商品上几乎没有什么开发力度 ,处于旅游资源初步粗放式开发阶段。

2. 4 　赛里木景区旅游环境保护现状

由于餐饮、住宿业大多集中于松树头一带 ,没有专门的排污系统 ,污水的排放对草场和土壤、赛湖水体造

成了一定破坏 ,还有游客踏践、汽车碾压 ,引起草场退化、植物多样性减少 ,其次每年夏季的过度放牧也使以

前野花遍野的草场日渐干枯、贫瘠 ,据统计最多的时候赛里木湖周边草场放牧羊群数量一日内可达 54 万只

之多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荷 ,另外每年夏天周边草场鼠灾和蝗灾盛行 ,遍布的大大小小的鼠洞破坏

了草场和土壤。

3 　赛里木湖旅游深度开发构想

3. 1 　统一规划 ,加强监督管理

按照旅游总体规划要求松树头所有游览接待设施迁至东北角出水口游客服务接待基地[1 ] ,集中规范经

营 ,赛管委要加强市场管理 ,对餐饮、住宿价格进行控制 ,防止环境污染、破坏草场景观和防止生活用水对赛

里木湖水体的破坏 ,提高旅游接待服务质量和水平 ,提高住宿档次和规模。

3. 2 　结合周边地质遗迹景观 ,增加旅游项目和游览内容

丰富旅游线路和内涵 ,传统的观光摄影游览同周边查干郭勒冰川遗迹探险区、果子沟景区等地质地貌旅

游资源及人文旅游资源结合起来 ,增加景区的科学内涵 ,增加游客的停留天数和消费水平 ,可增加湖边垂钓、

科考旅游 ,科普求知的景点 ,可划分为主题旅游线路和常规旅游线路 ,旅游线路尽量穿越较多景观类型不同

的区域。

3. 3 　积极发展购物旅游

结合博乐地区丰厚的旅游文化底蕴及赛里木湖周边蒙古少数民族风情特点 ,设计开发出一批具有民族

特色、地域性鲜明、观赏性、实用性、纪念性较强的旅游商品 ,增加旅游购物收入 ,可把湖区南门塞北堡附近的

已废弃的影视基地西夏王宫开辟为一条古色古香的旅游购物一条街 ,精河县的枸杞系列产品、蒙古族特色服

饰、带有赛里木湖字样做工精细的旅游纪念品在这里将会使游客的购物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3. 4 　配备景区专职导游 ,提高景区文化科学内涵

景区应培训、配备赛里木湖景区专职导游 ,增添赛里木湖地质构造成因、地质地貌、冰川运动与湖水上

升、下降之间的关系等讲解和科学宣传内容[3 ] ,常规旅游资源结合赛里木湖周边的地质遗迹景观增添旅游线

路和旅游活动内容 ,延长旅游活动时间 ,可在服务中心增设展览厅和科普教育基地 ,并结合赛里木湖神话传

说讲解虚实结合增加景区的文化科学内涵和吸引力。

3. 5 　加强环境整治 ,改善旅游条件 ,加强环境管理立法工作

按照旅游景区与生活服务区必须分离的原则 ,对餐饮、住宿等行业加强环境整治管理 ,防止乱排污水、乱扔

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 ,在塞北堡和松树头地带可建立污水处理站 ,针对过度放牧的情况采取合理的轮牧和休牧

制度 ,限制每天的放牧数量 ,减少草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 ,确定景区的合理生态环境容量 ,对于蝗虫和鼠灾 ,采

取一定人工措施减少蝗虫和鼠灾的危害 ,展开一定的灭鼠工作 ,夏季可用在山上养土鸡的办法来消减蝗虫既可

除害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同时文化部门加强对海西乌孙古墓群的保护 ,防止古墓被湖水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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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增设环保旅游循环式旅游车辆 ,统一收费

赛里木湖环湖公路周长为 83 Km ,周边旅游资源众多 ,线路长 ,步行很难游览 ,在几个大门的始发站环保

观光车在每一景点停留做为站点 ,循环往复运送游客 ,由于是开放式景区 ,景区门票可适当降低 ,增添内部游

览内容 ,外加强通往查干郭勒冰川遗迹探险区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修建等要避免对草场、山体的破坏。

3. 7 　加强旅游安全工作 ,设立紧急旅游求助中心

赛里木湖风景区在环境质量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和隐患 ,在地质构造上属西天山新构造运动活

跃地带 ,多地震灾害 ,夏季有时还会受到洪水、火灾和雷电的袭击 ,旅游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这就需要赛管委

设立旅游紧急救助中心 ,采取预防、避险措施 ,在设施和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段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及场所 ,以解

决旅游突发事件[ 1 ] 。

3. 8 　积极发展区域旅游

发展博乐赛里木湖旅游应该树立大旅游观念 ,应积极发展区域旅游 ,把赛里木湖旅游开发建设与松树头

南侧著名“奇绝仙境”果子沟景区开发呼应起来 ,向西南与伊犁旅游区 ,向东与精河、奎屯 ,向北与塔城、阿勒

泰联成区域性旅游网络 ,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旅游节点。

3. 9 　加强宣传和促销

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体 ,加大宣传力度和投入。通过运用由价格策略、分销策略、广告营销、公共关系、

网络营销、节事活动等组成的“绿色营销”理念来促进赛里木湖风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旅游事业的深度发

展 ,形成“赛里木湖之夏摄影节”、“赛里木湖之秋徒步旅游节”、“赛里木湖考古游”、“赛里木湖科考游”等富

有吸引力的精品活动 ,以记录片、文学艺术作品、宣传光盘、互联网宣传、名人效应等多种手段并举的方式全

面提高赛里木湖风景区的知名度[1 ] 。

4 　结论

赛里木湖风景区与喀纳斯风景区同为国家风景名胜区 ,两区在旅游收入上相差很大 ,由于赛里木湖是一

个湖面广阔、在公路边可一览无余的开放式景区 ,景区门票收入很低 ,景区游览内容单一 ,结合周边众多的自

然遗迹旅游资源及配套人文旅游资源 ,只有更多增加游览项目和内容 ,增加旅游购物 ,完善相应基础设施 ,树

立新疆名牌旅游产品形象 ,要坚持统一规划、严格保护 ,统一管理 ,合理开发的原则 ,使赛里木湖的旅游资源

永续利用 ,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效益三者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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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p Development Conception of Sail imu Lake Senic Distract

MAO Donglei , 　J IN Hailong
( College of Geol graphyical Science and Tourism , Xinj iang Normal University , Urumq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 The article was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f t he tourism resources of Sailimu lake , combined

with tourism planning of this region , we should combine normal tourism resources with geological relic
landscapes of surrounding areas to enrich the content s of tourism activities and to add t he commodity devel2
op ment . So it can enhance t he honor and provide good profit to achieve the aim of deep develop 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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