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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面向未来，，包头旅游工作将严格执行既定旅游包头旅游工作将严格执行既定旅游
规划规划，，深入挖掘旅游特色深入挖掘旅游特色，，加大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加大重点旅游项目建设
的力度的力度，，进一步优化旅游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全面提升全面提升““草原草原
钢城钢城··魅力包头魅力包头””旅游名片的名气和人气旅游名片的名气和人气。。

科学的旅游规划科学的旅游规划

全域旅游发展布局全域旅游发展布局 科学编制科学编制《《包头市全域旅包头市全域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游发展总体规划》《》《达茂达茂、、固阳固阳、、石拐石拐、、土右全域旅游土右全域旅游
发展规划发展规划》《》《包头市工业包头市工业++稀土稀土、、红色红色、、军工军工、、蒙元文蒙元文
化旅游发展规划化旅游发展规划》《》《包头全民旅游休闲规划包头全民旅游休闲规划》》等专项等专项
旅游规划旅游规划。。

全面构建全面构建““一环一环、、三带三带、、四区四区””的旅游业发展新的旅游业发展新
格局格局。。

一环一环：：通过重点景区的旅游大环线通过重点景区的旅游大环线，，打造一条打造一条
““穿阴山穿阴山、、跨森林跨森林、、访古寺访古寺、、越长城越长城、、过草原过草原、、游湿地游湿地、、
赏花海赏花海””的的360360公里最美风景自驾旅游环线公里最美风景自驾旅游环线。。

三带三带：：北部形成以草原自驾北部形成以草原自驾、、游牧文化体验为游牧文化体验为
主题的草原游牧风情旅游带主题的草原游牧风情旅游带；；中部形成以山地中部形成以山地、、森森
林探秘为主题特色的阴山探秘休闲旅游带林探秘为主题特色的阴山探秘休闲旅游带；；南部形南部形
成以温泉度假成以温泉度假、、黄河湿地观光为主题的黄河湿地温黄河湿地观光为主题的黄河湿地温
泉度假带泉度假带。。

四区四区：：形成以土右形成以土右、、石拐石拐、、固阳固阳、、达茂特色化发达茂特色化发
展优势和差异化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展优势和差异化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着力打造旅游道路景观带着力打造旅游道路景观带 着力完成着力完成““一环十一环十
通道二十一连接通道二十一连接””（（““一环一环””：：主要是覆盖美岱召主要是覆盖美岱召、、九九
峰山峰山、、五当召等重点景区规划建设的旅游环线五当召等重点景区规划建设的旅游环线。。““十十
通道通道””：：指外地来包旅游的指外地来包旅游的1010个进出通道个进出通道，，以国省以国省
干线为主干线为主。。其中呼和浩特市其中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巴彦淖
尔市方向各为尔市方向各为33个通道个通道，，边境旅游方向边境旅游方向11个通道个通道，，可可
经边防公路经边防公路，，向东通往二连浩特向东通往二连浩特，，向西通往甘其毛向西通往甘其毛
都都，，向南通往包头向南通往包头，，向北通往满都拉口岸向北通往满都拉口岸。。““二十一二十一
连接连接””：：指旅游环线至景区指旅游环线至景区、、景区至景区之间的连接景区至景区之间的连接
线共线共2121条条，，由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组成由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组成））536536..66公公
里的旅游路网建设里的旅游路网建设，，全面打通城市与景区之间全面打通城市与景区之间、、景景
区与景区之间的连接公路和旅游环线断头路区与景区之间的连接公路和旅游环线断头路。。因因
地制宜建设一批集观景栈道地制宜建设一批集观景栈道、、餐饮服务餐饮服务、、特产销售特产销售、、
旅游厕所旅游厕所、、停车场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旅游驿站停车场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旅游驿站，，
在景区道路沿线地区规划种植观光农作物在景区道路沿线地区规划种植观光农作物，，形成集形成集
中连片的景观带中连片的景观带。。打造通往达茂草原打造通往达茂草原、、固阳春坤固阳春坤
山山、、马鞍山的马鞍山的““大地油画大地油画””景观带景观带；；打造市区通往五打造市区通往五
当召环线当召环线““探秘祈福探秘祈福””景观带景观带；；打造市区通往美岱打造市区通往美岱
召召、、九峰山的九峰山的““阴山峡谷阴山峡谷””景观带景观带；；达茂旗打造环达达茂旗打造环达
茂茂600600公里公里““草原自驾草原自驾””景观带景观带。。

宏大的旅游项目宏大的旅游项目

20172017年年，，包头市本级重点监控的旅游项目有包头市本级重点监控的旅游项目有
3131个个，，总投资总投资246246..0505亿元亿元，，20172017年计划投资年计划投资117117亿亿
元元。。这这3131个重点旅游项目分别为个重点旅游项目分别为：：五当召创建五当召创建55AA
级景区项目级景区项目、、五当召国家森林公园项目五当召国家森林公园项目、、石拐区秘石拐区秘
境花谷旅游项目境花谷旅游项目、、红色旅游项目红色旅游项目、、九峰山沿山旅游九峰山沿山旅游
慢通道项目慢通道项目、、大雁滩景区西湾民俗街建设项目大雁滩景区西湾民俗街建设项目、、九九
峰山百里花海项目峰山百里花海项目、、中蒙满都拉口岸旅游合作区项中蒙满都拉口岸旅游合作区项
目目、、马鞍山森林景区项目马鞍山森林景区项目、、梅令花海景观项目梅令花海景观项目、、固阳固阳
县县““大地油画大地油画””旅游项目旅游项目、、赛汗塔拉实景演出剧及配赛汗塔拉实景演出剧及配
套项目套项目、、万达小白河欢乐天地项目万达小白河欢乐天地项目、、““老包头记忆老包头记忆””
风情园项目风情园项目、、旅游公路建设项目旅游公路建设项目、、““钢铁记忆钢铁记忆””工业工业
旅游项目旅游项目、、军事旅游文化产业园项目军事旅游文化产业园项目、、昭君湖昭君湖（（小白小白
河河））温泉水世界度假区项目温泉水世界度假区项目、、黄河风情渔业美食村黄河风情渔业美食村
项目项目、、包头市旅游购物中心项目包头市旅游购物中心项目、、九峰山生态旅游九峰山生态旅游
景区项目景区项目、、骆驼酒业文化产业园项目骆驼酒业文化产业园项目、、希拉穆仁草希拉穆仁草
原核心景观区项目原核心景观区项目、、自驾达茂旅游项目自驾达茂旅游项目、、““漠南传漠南传
奇奇””草原大型实景演艺项目草原大型实景演艺项目、、““草原英雄小姐妹草原英雄小姐妹””红红
色旅游基地项目色旅游基地项目、、白云鄂博矿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白云鄂博矿文化创意产业园项
目目、、包头正翔湾海洋世界项目包头正翔湾海洋世界项目、、南海温泉小镇项目南海温泉小镇项目、、
莲花山旅游项目莲花山旅游项目、、天龙生态大青山旅游景区项目天龙生态大青山旅游景区项目。。

20172017年年，，包头市旅游局将集中力量打造五当包头市旅游局将集中力量打造五当
召召、、敕勒川敕勒川、、希拉穆仁三大品牌景区希拉穆仁三大品牌景区。。五当召品牌五当召品牌
景区景区，，建设餐饮服务区建设餐饮服务区（（45004500平方米平方米）、）、宾馆住宿区宾馆住宿区
（（70007000平方米平方米）、）、蒙藏风格民族风情园蒙藏风格民族风情园，，完成僧房复完成僧房复
原及修缮原及修缮。。完成广场东侧游步道和庚毗沟游步道完成广场东侧游步道和庚毗沟游步道
建设及景观改造建设及景观改造。。完成召庙西沟完成召庙西沟、、东沙林沁河道改东沙林沁河道改
造及景观绿化造及景观绿化。。建设东沙林沁沟道路建设东沙林沁沟道路。。年内力争年内力争
完成国家完成国家55AA级景区创建级景区创建；；敕勒川大景区敕勒川大景区，，启动创建启动创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着力打造呼包鄂休闲度假旅游着力打造呼包鄂休闲度假旅游
第一品牌第一品牌；；希拉穆仁品牌景区建设方面希拉穆仁品牌景区建设方面，，要实施草要实施草

原保护原保护，，完善功能完善功能，，全面提档升级全面提档升级，，着力打造民族风着力打造民族风
情浓郁情浓郁、、独具特色的草原生态旅游景区独具特色的草原生态旅游景区。。

鲜明的旅游特色鲜明的旅游特色

工业旅游特色工业旅游特色。。重点挖掘包钢重点挖掘包钢、、一机一机、、北重北重、、石石
拐老旧矿山和白云矿山等工业旅游资源拐老旧矿山和白云矿山等工业旅游资源，，打造以生打造以生
产设备产设备、、工厂风貌工厂风貌、、企业文化和劳动场景参观体验企业文化和劳动场景参观体验
为一体的工业旅游线路为一体的工业旅游线路。。

军事旅游特色军事旅游特色。。集中打造依托坦克集中打造依托坦克、、装甲车装甲车、、
火炮等军工产品火炮等军工产品，，发展军事拓展发展军事拓展、、野外实弹射击野外实弹射击、、军军
事模拟对抗等旅游体验项目事模拟对抗等旅游体验项目，，开发军事旅游纪念商开发军事旅游纪念商
品品，，打造我国最大的军工旅游体验基地打造我国最大的军工旅游体验基地。。

红色旅游特色红色旅游特色。。重点打造重点打造““一个基地一个基地、、两条线两条线
路路””。。““一个基地一个基地””就是建设集大青山革命历史展览就是建设集大青山革命历史展览
馆馆、、革命传统教育培训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培训基地、、红色艺术展演大厅等红色艺术展演大厅等
为一体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中心为一体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打造内蒙古红色打造内蒙古红色
旅游示范基地旅游示范基地。。““两条线路两条线路””就是依托全市红色旅游就是依托全市红色旅游
资源优势资源优势，，围绕乌兰夫抗日活动旧址围绕乌兰夫抗日活动旧址、、福徵寺福徵寺、、贺龙贺龙
指挥部等红色旅游资源指挥部等红色旅游资源，，打造大青山南部红色旅游打造大青山南部红色旅游
线路线路；；围绕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部旧址围绕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部旧址、、百灵百灵
庙抗日武装暴动旧址等红色旅游资源庙抗日武装暴动旧址等红色旅游资源，，打造大青山打造大青山
北部红色旅游线路北部红色旅游线路。。

黄河旅游特色黄河旅游特色。。依托依托220220公里黄河湿地旅游公里黄河湿地旅游
资源资源，，大力发展沿黄昭君湖大力发展沿黄昭君湖、、南海湿地南海湿地、、欢乐天地欢乐天地、、
共中海等景区建设共中海等景区建设，，土右旗结合敕勒川景区南扩的土右旗结合敕勒川景区南扩的
优势优势，，尽早谋划启动共中海和沿黄渔家乐重点项尽早谋划启动共中海和沿黄渔家乐重点项
目目；；九原区重点打造黄河谣九原区重点打造黄河谣、、昭君岛等景区昭君岛等景区，，加快建加快建
设萨如拉旅游风情小镇和鹿岛设萨如拉旅游风情小镇和鹿岛，，打造沿黄房车露营打造沿黄房车露营
地地，，形成渔家乐品牌特色村镇形成渔家乐品牌特色村镇；；东河区打造南海湿东河区打造南海湿
地湿泉小镇和珍奇鸟岛地湿泉小镇和珍奇鸟岛；；高新区打造昭君湖温泉旅高新区打造昭君湖温泉旅
游休闲度假区游休闲度假区，，谋划启动西口水镇项目谋划启动西口水镇项目。。

蒙元文化旅游特色蒙元文化旅游特色。。充实丰富包头旅游业的充实丰富包头旅游业的
文化内涵文化内涵，，全面实施全面实施““旅游旅游++文化文化””发展战略发展战略，，依托依托
满都拉口岸满都拉口岸、、赛汗塔拉赛汗塔拉、、希拉穆仁等景区希拉穆仁等景区，，重点打重点打
造蒙元文化旅游项目造蒙元文化旅游项目，，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创创
新发展新发展。。

冬季旅游特色冬季旅游特色。。开发冰雪嘉年华开发冰雪嘉年华，，坚持高水平坚持高水平
规划规划、、高规格高规格、、高品位打造全市冬季冰雪冰雕旅游高品位打造全市冬季冰雪冰雕旅游
项目项目，，做精石门做精石门、、大雁滩大雁滩、、梅令花海梅令花海、、百灵庙等冰雪百灵庙等冰雪
旅游项目旅游项目，，形成冬季旅游聚集结构形成冬季旅游聚集结构。。推广冬季温室推广冬季温室
采摘旅游采摘旅游，，丰富沿黄冬捕冬钓休闲旅游产品丰富沿黄冬捕冬钓休闲旅游产品，，加快加快
发展温泉旅游发展温泉旅游。。

优化的旅游环境优化的旅游环境

深化旅游体制改革深化旅游体制改革 成立包头市旅游发展委成立包头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员会，，加强地区间加强地区间、、部门间部门间、、行业间的协同联动行业间的协同联动。。成成
立包头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公司立包头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公司，，设立文化旅游投设立文化旅游投
资基金资基金，，切实解决长期以来旅游资金投入不足的瓶切实解决长期以来旅游资金投入不足的瓶
颈问题颈问题。。成立包头市旅游发展专家顾问委员会成立包头市旅游发展专家顾问委员会，，为为
全市旅游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市旅游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完善区域合作机制 充分利用包头的区位优充分利用包头的区位优
势势，，深化呼包银榆深化呼包银榆1313城市旅游合作城市旅游合作，，重点打造连接重点打造连接
京津冀京津冀、、宁陕晋的东西宁陕晋的东西、、南北两条南北两条““草原沙漠草原沙漠””黄金黄金
旅游线路旅游线路。。率先推进呼包鄂旅游一体化建设鼓励率先推进呼包鄂旅游一体化建设鼓励
区域性客源互送区域性客源互送，，逐步实现合作共赢逐步实现合作共赢、、区域旅游共区域旅游共
同发展同发展。。

推进智慧旅游建设推进智慧旅游建设 整合全市旅游信息资源整合全市旅游信息资源，，
建立集旅游推介建立集旅游推介、、形象宣传形象宣传、、预定服务预定服务、、信息发布信息发布、、
个性咨询为一体的智慧旅游平台个性咨询为一体的智慧旅游平台。。

创造良好旅游市场秩序创造良好旅游市场秩序 加大执法检查和惩加大执法检查和惩
处力度处力度，，实行实行““11++33””旅游管理模式旅游管理模式，，建立旅游企业建立旅游企业

““黑名单黑名单””制度制度，，认真落实安全责任认真落实安全责任，，强化旅游安全强化旅游安全
保障措施保障措施，，营造公平营造公平、、透明透明、、竞争竞争、、安全的良好旅游安全的良好旅游
市场环境市场环境。。

总之总之，，包头全市旅游工作将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包头全市旅游工作将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四中、、五中五中、、六中全面精神六中全面精神，，贯彻贯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深入贯彻落
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自治区党委十届二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二次全会
和全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和全区旅游发展大会精神，，紧紧围绕自治区打造紧紧围绕自治区打造

““壮美内蒙古壮美内蒙古··亮丽风景线亮丽风景线””的战略目标的战略目标，，大力践行大力践行
创新创新、、协调协调、、绿色绿色、、开放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共享的发展理念，，强力推进强力推进
全域旅游全域旅游、、全时旅游全时旅游、、全民旅游全民旅游，，擦亮叫响擦亮叫响““草原钢草原钢
城城··魅力包头魅力包头””城市旅游新名片城市旅游新名片，，加快把包头打造成加快把包头打造成
为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为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第二篇章第二篇章：：
创新发展创新发展 提升提升““草原钢城草原钢城··魅力包头魅力包头””旅游新名片名气旅游新名片名气

莽莽苍苍阴山下，曲曲弯弯黄河边。
包头，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光彩和风格，熠熠闪耀了几千年。
丝路草原，秦汉长城；西口文化，黄河文明；钢铁稀土，国防军工……展现着独特魅力，“草原钢城·魅力包头”这张城市旅游名片已被逐渐叫响。
未来，包头的旅游发展之路该怎么走？在党和政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正确指引下，包头旅游人已然成竹在胸，“草原钢城·魅力包头”这张城市旅游名片必将越叫越响，越擦越亮！

迷人的石门风景区。

擦亮叫响擦亮叫响““草原钢城草原钢城··魅力包头魅力包头””城市旅游新名片城市旅游新名片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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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章第一篇章：： 挖掘资源挖掘资源 夯实夯实““草原钢城草原钢城··魅力包头魅力包头””旅游新名片基础旅游新名片基础

作为塞外名城，包头既有山、水、草原、
寺庙等异彩纷呈的自然人文景观，又有厚重
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具有发展旅游业得
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包头以打造品牌景
区和精品景区为抓手，以创建全域旅游和四
季旅游为目标，通过努力挖掘旅游资源、积
极修建和连通旅游公路、大力发展农牧家
乐、全力兴办旅游节庆活动等积极的措施和
手段，有力地提升了包头旅游的品质，促进
了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草原钢城·魅力包
头”旅游新名片基础被日益夯实。

丰富的旅游资源

“草原钢城·魅力包头”，从旅游的角度
讲，这座城市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包头的魅力首先体现在区域的优势和
发达的交通。包头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自
治区中西部，向北联通蒙古国，向东对接京
津冀经济圈，向南通往“西三角”经济圈，公
路、铁路网络辐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等
11个省、自治区以及30多个较大城市，包头
机场则开通了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13
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的30余条航线，与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0多个大中型重点
旅游城市实现定期通航，同时还开通了蒙
古、泰国、越南、香港等国际和地区航线。包
头的魅力更体现在文化的多元和包容大
气。黄河文化、蒙元文化、晋商文化、红色文
化、军工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丰富多样的
文化旅游资源，成为支撑旅游业提质增效的
重要引擎。包头的旅游资源概括起来有以
下几个特点：一是自然资源形态多姿。这里
有辽阔的达茂草原、森林密布的九峰山、秋
色斑斓的马鞍山、高山草甸草原春坤山、城
中草原赛汗塔拉、鸥鹭齐飞的黄河湿地等自
然旅游资源。二是历史文化异彩纷呈。这
里有阴山古刹五当召、明代城寺美岱召，还
有世界文化遗产秦长城、赵武灵王始建的军
事重镇麻池古城、蒙古汪古部敖伦苏木古
城、北魏六镇之首怀朔镇等众多历史文化遗
存。三是军事工业独具特色。包头是国家
重要的钢铁、铝业、煤化工、电力、装备制造
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这里有共
和国钢铁骄子、自治区工业长子包钢集团，
周恩来总理曾亲临包钢为1号高炉出铁剪
彩；有我国主战坦克火炮生产基地一机、北
重等军工企业，其生产的坦克火炮曾多次在
盛大阅兵活动中接受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
检阅。四是红色革命源远流长。包头是中
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最早开展工作的地区之
一，这里有乌兰夫、王若飞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浴血奋战的传奇革命经历，有打响
内蒙古武装抗日第一枪的百灵庙，有王若飞
从事革命活动的泰安客栈、大青山抗日革命
根据地等红色遗迹，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龙

梅玉荣的先进事迹，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的
成长。

与此同时，包头还拥有“文明和谐城市”
“现代工业城市”“科技创新城市”“生态宜居
城市”等多个城市名片，先后获得联合国人
居奖、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第三届中华环境
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殊荣，城市知名度
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国
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度假。

精美的旅游景区

目前，包头共有A级旅游景区31家，其
中国家AAAA景区8家（12个），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9家，国家AA级旅游景区14家。

五当召 五当召300年的历史积淀，铸
就了几大历史文化之最，这也当然是广大游
客在游览五当召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最早建筑——五当召建筑群中有座小
黄庙建筑，在喇弥仁殿前、当圪希得殿西北
处，庙内供宗喀巴师徒三尊，为了显示尊贵，
墙外壁涂饰黄色故称小黄庙。据说这座小
黄庙与五当召最初的选址有关，是五当召的
第一座寺庙建筑，建于康熙年间。

最大寺院——五当召是内蒙古现存规
模最大的寺院，始建于康熙年间，后又在乾
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进行了多次扩建，
占地300多亩，有殿堂仓舍2500余间，规模
十分宏大，是内蒙古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纯
藏式建筑群。

最大佛像——位于五当召第二殿却依
拉独宫里高达10米的弥勒佛铜像，是内蒙
古最大的一尊铜佛像，用黄铜分段铸造，焊
接而成。

最大唐卡——五当召保存有内蒙古最
大的唐卡，高20米，宽16.8米，2010年3月
从唐卡之乡青海省热贡地区定制。五当召
是内蒙古保存唐卡最多的寺院,现存唐卡达
460余幅,几乎每座殿堂都保存着数量不等
的唐卡，被专家誉为“唐卡博物馆”。

最美古树——五当召内名木古树数量
大，堪称内蒙古古树最多的寺院。数百年的
油松、榆树等古树随处可见，树龄在100年
以上的树木就有2600多棵，最早树木的树
龄至少有400多年。

希拉穆仁草原 是蜚声中外的旅游胜
地，它南迎呼和浩特的暖风，北聆百灵庙的
铃声，因清王朝赐名的“普会寺”喇嘛寺屹立
河畔，又名召河。草原的夏秋，香花遍野，芳
草依依，迷人的美景使人心旷神怡。羊、马、
牛、驼，一群群，一片片，或疾驰，或漫游，像
彩霞在天际飘动，也像仙女撒下的珍珠、玛
瑙，落在银链般的希拉穆仁河两岸。在牧民
的蒙古包里，好客的蒙古族主人将会捧出鲜
洁的奶食，肥美的羊肉，爽口的炒米，醇香的

奶茶待客，草原食品那特有的风味将透入您
的心田。

敕勒川风景旅游区 该旅游区包括敕
勒川博物馆、大雁滩景区（大雁滩也被认定
为自治区休闲农牧业与乡村牧区旅游示范
点）、辛集皮革城、骆驼生态产业园、九峰山
5个景点，形成了高山观光、森林探秘、科普
教育、休闲采摘、农俗体验、精品购物等独具
敕勒川风情特色的精品旅游区。

梅力更旅游区 位于包头市九原区，坐
落在乌拉山主峰大桦背南麓，距包头市25
公里，南临110国道和包兰铁路。每年六到
九月间，山花烂漫，云雾缭绕，细雨锦锦，如入
仙境，秋日的红叶，冬日的雪海，景色迷人。
主峰大桦背海拔2322米，风景区群峰林立，
沟谷纵横，林木花草茂盛，风光旖旎，以雄、
秀、幽、旷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大批游客。

北方兵器城 中国兵器·北方重工集团
投资筹建的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国防科普教
育、军工文化传播、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
火炮主题公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国防军工文化教育基
地、中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兵器城内
拥有陆、海、空各类代表性武器装备 40余
种，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火炮，有共和国
10周年接受过毛泽东主席检阅的“共和国
第一炮”，有上世纪60年代高尖端武器，多
次击落美制U—2无人侦察机的红旗Ⅱ号导
弹，有西沙海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双57毫米舰
炮，有现代坦克的克星120毫米自行反坦克
炮，还有203毫米牵引炮、双57毫米自行火
炮、水陆两用坦克、水陆两用装甲车、8×8步
兵装甲车、522步兵装甲战车，69式100毫米
坦克、歼5、歼6战斗机等；有中国保尔——吴
运铎大型雕塑及事迹展，有北方重工退役的
上游型蒸汽机车等。步入兵器城的游客不仅
可以观光游览，了解军工知识，而且可以与各
类武器亲密接触，甚至动手操作。

黄河谣景区 毗邻黄河湿地景观大道，
占地面积40余亩，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
黄河谣景区以黄河为依托，充分展现沿岸农
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生活和历史。景区整
体规划采用原生态设计手法，以当地的建筑
风格、生态植物、沼泽湖泊为核心，配以鱼文
化为主题特色的农家餐饮娱乐，旨在打造一
个将历史、文化、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文化
休闲旅游景区。黄河谣民俗文化产业园的
建设，不仅仅是展现北方黄河文化、历史、人
文的缩影，而且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将与美
丽乡村相互融合，形成九原区沿河景观大道
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多彩的旅游节庆

近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

包头市旅游局和各旗县区的共同努力下，深
入挖掘、整合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持
续加大打造旅游节庆品牌的力度，全市旅游
节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异彩纷呈，基本
形成了一地一节庆的格局。

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 主要由达茂联
合旗举办，已成功举办了四届，不仅得到了
国内游客的认可，而且得到了来自蒙古国、
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游客的喜爱。游
牧文化旅游节期间，举办丰富多彩的旅游文
化活动，如环达茂草原自驾游，希拉穆仁草
原旅游节，浪漫草原“七夕”旅游节、蒙古族
文化、马文化、旅游商品展示，大型民族歌舞
演出，蒙古特色歌曲乐器比赛，套马、搏克、
射箭等竞技赛，蒙古服饰比赛，捻羊毛线绳、
搓马鬃绳比赛，搭建蒙古包比赛，骆驼搬家
等比赛。

老包头风情旅游节 主要由东河区举
办，在辖区内的乔家金街、妙法禅寺、南海湿
地景区、大青山旅游区等地举行。活动内容
有老包头风情节开幕式、老包头庙会、黄河
鲤鱼节、南海河灯节、美食会、茶博会、北梁
宗教佛事法会、大青山沙尔沁登山节、果蔬
采摘节、古玩商品展销等。

敕勒川旅游文化节 主要由土右旗举
办，在美岱召景区、大雁滩景区等地举办，活
动内容有喇嘛颂经、跳查玛舞等传统祭祀、
祈福活动；民族歌舞、山曲、二人台等传统剧
目表演；三娘子文化研讨会；民俗度假村大
型篝火文艺晚会；参观美岱水库、清水沟度
假区等。

五当召旅游文化节 由石拐区举办，地
点就在五当召景区内，主要活动内容有：“绽
放喜桂图·放飞中国梦”石拐区风筝节；五当
召系列佛事活动；五当召自行车旅游文化
节；中国五当召旅游高峰论坛；“走进五当
召”全国摄影大赛；五当召喇嘛颂经、祈福等
大型佛事活动；传统的摔跤、爬山等比赛活
动；周边地区物资交流会；邀请民间文艺团
体、国家大型歌舞剧团文艺演出等。

秦长城旅游文化节 由固阳县举办，活
动内容有：秦长城观光探秘、广场文艺演出
活动、群众文体活动、固阳县文化遗产项目
展示、各镇分会场文化活动等。

中国·白云鄂博国际奇石文化节 由
白云矿区举办，活动内容有：奇石鉴赏、奇
石高峰论坛、奇石慈善拍卖会；奇石文化
节主题晚会；奇石精品大观园及奇石交易
活动等。

中国·包头稀土高新区旅游文化艺术节
暨昭君湖螃蟹节 由稀土高新区举办，地点
在稀土高新区小白河湿地生态旅游景区、稀
土展厅、稀土展览馆、北重集团、稀宝博为
等，活动内容有：昭君湖湿地生态旅游景区
螃蟹垂钓大赛、螃蟹宴、“亮丽小白河·绿色
小白河”湿地观光游活动、昭君湖湿地生态

旅游景区书画摄影大赛、“爱我家乡”稀土工
业之旅观光游、稀土高新区农牧渔家乐自驾
体验游等。

中国·包头冰雪旅游文化节 冰雪旅游
项目在固阳县、土右旗、达茂旗、昆区等旗县
区遍地开花，冰雪摄影大赛、雪雕作品展、自
由滑雪、滑雪圈、滑雪板、雪上飞碟、堆雪人、
打雪仗、滑雪橇、篝火、焰火晚会等。

包头草莓旅游文化节 由九原区举办，
活动内容有：草莓采摘、草莓品种展示、品尝
草莓和冬季农家饭，文艺表演、互动游戏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旅游节庆活动，不仅
为包头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大力地
塑造了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促进了旅
游业的健康发展，而且扩大了城市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实现了经济效益和和社会效
益的双丰收。

骄人的旅游业绩

近年来，包头依托特有的旅游资源和优
越的区位优势，将旅游业作为拉动经济增
长、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围绕建设区
域性文化旅游中心，高起点规划旅游产业发
展，高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
加快旅游精品景区创建，旅游业实现了蓬勃
发展。

目前，包头共有A级旅游景区 31家，
其中国家 AAAA 景区 8 家（12 个），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9家，国家AA级旅游景
区14家。

经过几年的持续发展，包头休闲农牧
业和乡村旅游在规模、数量、类型上也都
得到了较大提升，呈现出“数量增长、类型
丰富、连片发展”的良好发展态势。目前，
共建成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91家，其中五
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 10 家，四星级乡村
旅游接待户 10 家，三星级乡村旅游接待
户 71家。2016 年，全市乡村旅游预计接
待游客300万人，实现旅游收入3亿元，增
长5%。

作为旅游业发展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
量，近些年包头的旅行社发展速度也较快，
目前已创办90家，其中国际社17家，国内
社 73家，同时创办了 200余家分社、门市
部，为市内外游客提供着广泛而良好的旅游
服务。

据统计部门数据，2016年，包头全市实
施重点旅游建设项目24个，完成投资32.04
亿元，五当召创5A级景区通过国家景观资
源价值评审，成功举办爱飞客飞行大会、中
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敕勒川旅游文化节等一
系列旅游节庆活动，全年接待游客数量突破
1200万人次，增长16.7%，实现旅游总收入
403.38亿元，同比增长24.1%，增速在自治
区各盟市中排名第一。

（（本版文本版文//图均由包头市旅游局提供图均由包头市旅游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