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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是甘孜州
人民政府和省旅发委共同打造的旅
游节会活动，其宗旨是以山地旅游节
为统揽，推动甘孜旅游营销推广和市
场拓展。2018 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展示特
色、创办高效”的原则，按照“市场化、
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要求，实
现“以节促发展、以节促改革、以节促
稳定”的目标。积极探索资源配置和

市场开发的路径，创新办
节方式，增强办节实效，进一步提高
甘孜山地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
进甘孜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世界
旅游目的地建设。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以“相
约圣洁甘孜·畅游自驾天堂”为主题，按
照“1+N+7”的架构策划实施，即1个主
体活动，N个专项活动，7个县和景区配
套活动，从3月开始覆盖全年，努力实现
高潮迭起，持续发酵。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脚步慢
慢接近了，快来和小编一起看一看旅游
节有些什么吸引眼球的活动。

2016四川甘孜
山地旅游节

2016 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于 7
月 13 日，在风景秀丽的海螺沟景区开
幕。在本届旅游节中，我州推出多条山
地旅游线路：体验游线路、精品旅游线
路和康巴风情旅游线路，仅体验游线
路就包括冰瀑温泉·红石探秘体验游、
丹巴嘉绒风情体验游、海螺沟燕子沟
自驾露营体验游等11条线路。

在本届山地旅游节上，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等单位
首次公布“再发现四川——100个最美
观景拍摄点”第一批名单，石渠县巴格
嘛呢墙、德格县德格印经院、新龙县拉
日玛石板藏寨等 20 个观景点上榜。甘
孜州政府与贵州省黔西南州政府、甘孜
州旅游发展委员会与四川省新东方国
际旅行社、甘孜州旅游集团与四川绿华
宏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和投
资协议。

本届山地旅游节活动精彩纷呈，举
行了酷车巡游活动、甘孜驾年华活动、

“穿越海螺沟·探秘万年冰川”活动等。
组委会还举办了甘孜山地旅游可持续
发展大会、甘孜山地旅游高峰论坛，组
织考察海螺沟景区、红石公园、磨西古
镇及毛泽东同志住地旧址。

2017四川甘孜
山地旅游节

2017 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于 8
月13日，在稻城亚丁景区盛大开幕，以

“相约圣洁甘孜·畅游自驾天堂”为主题，
本次甘孜山地旅游节由州人民政府和四
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州旅游发展
委员会、稻城县人民政府、亚丁景区管理
局、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承办，雅江县人民政府、理塘县人民政
府、巴塘县人民政府、乡城县人民政府、
得荣县人民政府协办。本次节会的举办，
旨在向世界展示甘孜文化风采、风光特
色和投资机遇，推动全州全域旅游和旅
游扶贫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
平加快发展。

本届甘孜山地旅游节活动的总体思
路是“1+6+N”。“1”即一个主体活动，

“6”即六个县的专项活动，“N”即全州范
围内贯穿全年的若干配套活动。其中，主
体活动主要在稻城亚丁展开，专项活动
分别在稻城县、雅江县、理塘县、巴塘县、
乡城县、得荣县等六县展开，配套活动从
州内延伸到州外。各项活动均以山地户
外为主题、以文化传承为特色、以旅游推
广为目的，充分展示四川康巴地区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无以伦比的旅游价值
和时不我待的发展机遇。

主体活动
主体活动从 6 月上旬开

始全面展开，由 2018 四川甘
孜山地旅游节开幕式、全国骨
干旅行社走进甘孜、康定国际
情歌音乐节、第二届稻城亚丁
香格里拉国际山地旅游高峰
论坛、甘孜特色美食品鉴及旅
游商品购物季、首届 G318 产
业联盟峰会6项活动组成。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
开幕式
时间：6 月 14 日上午 10:00—
11:00
地点:康定新城广场

全国骨干旅行社走进甘孜
时间：6月13日-6月16日
地点：康定—泸定—海螺沟

康定国际情歌音乐节
时间：8月17日
地点：康定市

第二届稻城亚丁香格里拉
国际山地旅游高峰论坛
时间：9月10日-11日
地点：稻城县香格里拉镇

甘孜特色美食品鉴
及旅游商品购物季
活动时间：8月-10月（3个月左右）
活动地点：康定北三巷、新市
后街

首届G318产业联盟峰会
活动时间：12月25日
活动地点：理塘县

N个专项活动
2018 四川甘孜山地旅游

节专项活动以目的地专题活
动，自驾、骑行、徒步等赛事及
线路推广，客源市场地品牌线
路推介等N个活动组成。以市
场为主体，用“产品+线路推
广”的方式，达到效益最大化。

2018年甘孜旅游品牌线路
产品系列推介暨发布会
时间：3-11月
地点：上海、重庆、广东、江苏、
陕西、贵州

第三届国际飙山越野天空跑
时间：4月底
地点：稻城县香格里拉镇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进甘孜活动
时间：5月—6月
地点：成都、康定。

2018川藏线骑行挑战赛
时间：6月16日-21日（我州境内）
地点：G318沿线相关县（市）、景区
雅拉雪山越野赛
时间：7月15日
地点：道孚县八美镇

2018圣洁甘孜国际越野赛
时间：2018年8月
地点：理塘县（暂定）

2018中国·甘孜环贡嘎山国
际户外山地运动挑战赛
时间：8月（待定）
地点：环贡嘎山地区

青藏高原丹霞地貌
学术论坛会
时间：8月6日-8日
地点：新龙县

第三届巴塘·措普沟国际山地
自行车精英挑战赛
时间：9月中旬
地点：巴塘县

7个配套活动
以2018 四川甘孜山地旅

游节为主线，串接各地较为成
熟的地方节庆及民俗活动，找
准传播结合点，发挥叠加效
应，扩大影响力。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之
康定国际情歌漫步

时间:8月
地点:康定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之
海螺沟夏季冰雪恋歌（海螺沟
夏季冰雪节）

时间:7月-8月
地点:海螺沟景区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之
道孚、炉霍草原花海之约
（道孚安巴农耕文化节、炉霍
望果节）

时间:7月
地点:道孚县、炉霍县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之
理塘“八一”赛马盛会
（四川省第九届乡村文化旅游
节夏季分会场）暨理塘“八一”
赛马会）

时间:8月1日
地点:理塘县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之
亚丁香格里拉狂欢季（首届香
格里拉洛克旅游国际狂欢节）

时间：9月
地点：稻城县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之
丹巴嘉绒风情盛宴
（第十八届丹巴嘉绒风情节）

时间：10月
地点：丹巴县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之
九龙圣湖祈福
（九龙第三届伍须海游海节）

时间：7月
地点：九龙县

我们曾经嗨过的山地旅游节

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2018四川甘孜
山地旅游节活动

甘孜特色美食及旅游商品购
物季，从吃、购要素入手，以特色
化、地域品牌为目标，通过市场手
段汇集甘孜州18个县（市）特色名
小吃，以及省内外部分特色美食，
力争通过活动将康定北三巷一带
打造成我州首个美食街区。与此同

时，展示销售以“圣洁甘孜”品牌为
主的特色旅游商品，激发企业自主
开发特色旅游商品的积极性，特色
旅游商品视情况入驻该区域，合力
打造美食购物街区。活动由政府统
筹，企业主导，主要通过招商方式
组织企业入住。

甘孜特色美食品鉴及旅游商品购物季

首届 G318 产业联盟峰会，
是我州与上海爱驾传媒于 2016
年开始谋划，拟用 5 年时间完成
G318“一个旅行衍生产品、一本
书籍、一部电影和一个博物馆”
的制作和建设，积极主导并力争
打造中国首条国民公路 G318 公
路 IP，旨在更进一步将其作为培
育“国家意识”和“国土意识”的
象征和符号，给热爱中国的人
又提供一个热爱中国和甘孜的
理由。今年 3 月 6 日在上海保利
大剧院(嘉定)举办了 2018 自驾

游 大 会 暨 G318 产 业 联 盟 筹 备
会，议定首届 G318 产业联盟峰
会于 12 月 25 日在理塘县举行，
并就打造 G318 公路旅行 IP 及
自驾产业等形成共识，各方参
与性极高。在山地旅游节开幕
式 中 穿 插 打 造 中 国 国 民 公 路
G318 公路 IP 倡议，12 月 25 日
在理塘召开首届 G318 产业联
盟峰会，确定产业联盟章程内
容，发布理塘共识，为理塘带来
产业带聚能，通过大事件引爆，
建立理塘的独特名片。

首届G318产业联盟峰会

2018川藏线骑行挑战赛
川藏线骑行挑战赛由四川省

体育休闲运动协会组织百辆骑行
队伍在川藏线开展骑行挑战赛。

318国道起点为上海，终点为
西藏友谊桥，全长5476千米，是中

国最长的国道。南线从雅安起与国
道108分道，向西翻越二郎山。川
藏南线在北纬30度线上，被誉为

“中国人的景观大道，‘骑行人’的
必经之路”——318国道。

本次赛事为中国第一个采用
全程自补给自导航赛制的百公
里超级越野大师赛，融合高海拔
徒步、越野跑、登山和户外导航
等特点。

雅拉雪山，藏语全称为“夏学
雅拉嘎波”（意为东方白牦牛山），
系中国藏区四大神山之一。位于
四川甘孜州康定、道孚和丹巴三

县的交界处，海拔 5884 米，与它
西北方向的墨尔多神山遥遥相
对。山顶终年积雪，是康巴地区一
座著名的神山，雅拉河即发源于
此。在雅拉神山4000多米的山腰
处，有两个相距不到 300 米的两
个海子，他们的出水方向分别朝
南北方向流入山脊的两面。形成
了一道靓丽的自然景观。

雅拉雪山越野赛

2018圣洁甘孜国际越野赛
2018 圣洁甘孜国际越野赛

活动融入越野赛事，包括徒步穿
越、自行车越野、汽车越野、滑翔
伞、赛马等各类户外活动赛事，
力争打造中国除沙漠越野外史
上最隆重、规模最大、参与人数
最多的越野盛宴。数百辆知名品
牌汽车、自行车形成的超强阵容

（统一车贴及宣传口号、统一服
装），从成都出发，经泸定到康
定，最后到达理塘，在理塘搭建
专业越野赛事营地，开展一系列
多类型越野赛，通过网络直播、
抖音、网络达人宣传等多种宣传
方式，传播“圣洁甘孜·自驾天
堂”线路产品。

第三届巴塘措普沟国际山地
自行车活动，以“本土特色+国际
标准”、完善“体育+旅游”相关产
品，以山地自行车比赛、热气球、
徒步、攀岩等户外运动项目，为措
普沟景区开营预热，提升措普沟
景区影响力。

措普沟景区由华山、雪山、湖
泊、森林、河流、峡谷、瀑布、温泉、

草原、野生动物和寺院等人文景
观组成。措普沟景区四面环山，紧
靠峭壁嶙峋、山体裸露、山型奇特
无比的扎金甲博神山，它的正面
是5833米的尼特岗日峰，周围被
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翠绿草坡环
抱；湖区景色秀丽妩媚，波光粼粼
的湖面，清碧亮丽的湖水，平静无
语地置于灿烂阳光下。

第三届巴塘·措普沟国际山地自行车精英挑战赛

日照金山。

相约圣洁甘孜
畅游自驾天堂

2018四
川甘孜

山地旅游节活动

邀您一起来嗨！
精彩嗨点 活动嗨指南

巍巍雅拉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