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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zixun

乡村旅游发展政策相继出台

今年 7月份，国家发改委等 14个部（办、委）印
发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
年）》。8月份，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
乡村旅游的意见》。10月，省发改委、省旅发委等十
四部门联合出台了《江西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
升级实施方案（2017-2020）》。这一系列政策的持
续出台，不断释放出巨大的叠加效应，为我省乡村
旅游发展明确了发展方向和路径，提供了强大支
持，充分发挥了政策引领作用。

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做大做强

今年，全省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数有望突破 3亿
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综合收入达到2700亿元，
同比增长 25%以上，实际完成投资预计达到 300亿
元，各类指标均占到全省旅游产业的半壁江山，在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全省乡村旅游逐渐由点及面、串珠成链，覆盖
面越来越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综合效益日益凸
显，形成了昌九、大赣西、赣东北、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罗霄山脉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等 5个乡村旅游聚
集区，乡村旅游全域发展态势逐渐形成。

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提质升级

今年，全省各地不断加大乡村旅游景区景点投
入和建设力度，共创建省 5A级乡村旅游点 3家，4A
级乡村旅游点 8家，旅游风情小镇 10家，与去年相
比，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升。

全省各地观光、休闲、体验、康养、度假、温泉、养
殖、民宿、民俗、体育、节庆、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多种“乡村旅游+”业态深度融合。

抚州市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与传统文化、采摘体
验等融合，景德镇市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与陶瓷工

艺、传统村落风情等融合，九江市积极推动乡村旅
游与观光农业、温泉度假等融合，萍乡、新余、宜春
等地抓住养老服务业发展机遇，打造了一批乡村旅
游养生养老产品，都与地方特色结合得好。这些地
方特色产品竞相绽放，产品结构日益完善，发展质
量持续升级，已成为“江西风景独好”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乡村旅游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今年，婺源荣获国家旅游局授予的“中国优秀
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称号，品牌影响力逐渐国际
化；大余丫山被评为“第三届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
范基地”，成为全国乡村旅游“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典范。还有南昌市湾里区“乡村旅游+城市休
闲”，鹰潭龙虎山“核心景区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萍
乡芦溪县仙凤三宝园“乡村旅游+青年创客基地”，
新余昌坊度假村“乡村旅游+三产融合”，上饶余干县

“乡村旅游+秀美乡村建设”，吉安万安田北农民画村
“乡村旅游+艺术创作”等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市场
效果，游客反映好，在省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

乡村旅游社会效益持续显现

省旅游系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实施乡村旅
游扶贫工程，让更多贫困人口参与分享乡村旅游发
展的红利。

如井冈山神山村和萍乡莲花县沿背红色培训
小镇等地，很好地抓住了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和旅
游扶贫的融合，积极拓展红色培训、精品民宿、旅游
商品等产业，使村庄由“山区”变成“景区”，贫困群
众由“老表”变成了“老板”。今年，全省通过乡村旅
游产生 68万就业岗位，辐射 160万人受益，带动 45
万农民致富增收，辐射全省 580 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通过旅游扶贫，助推全省 3.3万建档立卡贫困
户、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记者 钟秋兰）

◎ 工业旅游成亮点

近日，省旅发委在官网公布了《关
于公布 2017年江西省工业旅游区(点)
评定结果的公告》，参照国家旅游局

《工业旅游区(点)规范与评定(行业标
准)》，经各地申报、专家评审、会议研究
等程序，九江市宁红茶文化园、萍乡安
源景区、宜春市江西五谷村酒业有限
公司、上饶市婺源县宇昌微藻生态园、
赣州市宋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景
德镇市名坊园、抚州黎川江西京尚实
业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入选。

另外，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
公示，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拟认定名
单全国名额 11 个，我省就占了三个，
分别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现“陶
溪川”）、安源煤矿、大余县西华山钨
矿。其中，陶溪川文创街区以文化为
魂，以陶瓷为基，在保护利用陶瓷工
业遗产的基础上，通过活力再造、结
构改造、环境营造，融传统、时尚、艺
术、科技于一体，建设成为工业遗产
成功转型的样本、产业发展升级与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典范，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

据第二届全国工业旅游创新大会
数据，近三年来，中国工业旅游游客接

待量年均增长31%，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24.5%。到2016年末，全国共有1157个
工业旅游景点，接待游客 1.4 亿人次，
旅游收入 213 亿元，吸纳就业 42.8 万
人，工业旅游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之
势，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 从单一走向多元

工业旅游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旅游
中是一支年轻的生力军。目前，中国
工业旅游已在全领域铺开。工业旅游
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服装
纺织、工艺品制造等轻工业。如今，工
业旅游已经涉及中国所有41个工业大
类，广泛涵盖了航空航天设备制造、电
子器件制造、新能源器具制造、专用仪
器仪表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100余个
工业种类和新型工业化成果，类型丰
富、特色鲜明。在全国各地，从高技术
产业到小五金制造，都纳入了工业旅
游的发展空间。

工业旅游一度热衷于展示生产流
程和生产工艺，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工
业旅游。如今，工业旅游开发模式逐
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像伊利乳都科技
示范园，就开发了草原乳文化博物馆、
液态奶生产基地、奶粉全球样板工厂

等多个旅游景点，从厂区生产线展示
走向园区综合体验学习。

中国工业旅游目前从局部探索向
全地域铺开。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工
业旅游已开花结果。青海茶卡盐湖是
老工业基地，2012年接待游客 5000人
次，现今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盐湖
文化展示体验地，2016年接待游客19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亿元。在西
北边陲，工业旅游已经成为兵团旅游
市场的新亮点，酿酒、香料加工、毛纺
织、果业深加工等工业旅游发展尤为
突出。在雪域高原，数家藏药工业园
已经成为国家A级旅游景区。

◎ 工业遗产承载城市记忆

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
磨灭的部分，承载着一个城市的“乡
愁”。工业旅游是文化传承的好载
体。自洋务运动起，中国走上自己的
工业化道路，百年以来，几代人艰苦卓
绝，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强国之梦。在
此期间，产生了无数具有重要历史价
值的工业遗存和工业文化遗产，这些
都是国人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依仗。

目前，工业旅游已开启深层次发
展。延长了产业链，由单纯的工厂参

观延伸到工业购物游、工业科普游、

企业文化游、工业遗产游等综合性产

业链建设；游客活动内容由观光转向

体验；由商务接待转向研学游、亲子

游和专题游，未来将进一步延伸进常

规旅游线路，由小众游拓展到大众

游。

虽然工业旅游发展迅速，但是起

步晚、基础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仍然突出存在。但工业旅游从一开

始就带有创意基因。工业旅游是业态

新、模式新、产品新、理念新，从萌发到

成长，始终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和发展重

点。据悉，未来3年中国将大力发展工

业旅游各种业态载体，到 2020年将培

育100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

工业遗产旅游基地等示范品牌，接待游

客达 2.4 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300 亿

元，成为全域旅游发展的增长极。

未来，工业旅游将创新制造业与

旅游服务业的新兴融合发展模式，推

动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研发生产具

有自主品牌的登山、滑雪、露营、探险、

房车等各类户外用品和特色旅游商

品，建设一批旅游工业基地，拓宽工业

企业生产领域和经营空间，探索工业

旅游和旅游工业比翼发展。

（本报综合）

乡村是乡愁寄托的家园。2017年，全省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强劲，新的业态不断涌现，新

的模式推陈出新，新的创意精彩纷呈，乡村旅游基本实现了从旅游业“配角”到“主角”的转

变，从“零星分布”到“全域发展”的转变，从“单一模式”到“多元业态”的转变。

工业旅工业旅游游
绿色发展新动能绿色发展新动能

景德镇宇宙瓷厂景德镇宇宙瓷厂变身人来人往文艺气息浓郁的变身人来人往文艺气息浓郁的““陶溪川陶溪川”、”、九江市宁红茶文化园成为工业旅游九江市宁红茶文化园成为工业旅游

点点、、赣州市宋城壹号文化创意园让人对这个城市有更深层次的体验……忽如一夜春风来赣州市宋城壹号文化创意园让人对这个城市有更深层次的体验……忽如一夜春风来，，工业见工业见

证着城市发展的年轮证着城市发展的年轮，，华丽转身嬗变的过程华丽转身嬗变的过程，，是忘不了的记忆和故事是忘不了的记忆和故事。。

江西乡村旅游交出成绩单
江西省旅游风情小镇出炉
南昌县幽兰镇入选

经南昌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初审推荐，
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资料审
查、现场评定、会议研究等程序，南昌县幽兰镇、龙虎山
上清古镇等10家单位达到相应标准，拟认定为江西省旅
游风情小镇。

幽兰镇继“市级特色小镇”“省级生态乡镇”之后，再
添重量级头衔。该镇位于南昌县东部，是南昌市东大门
之一，地处鄱阳湖畔、青岚湖西北岸，是省级生态乡镇和
市级特色小镇。近年来，幽兰镇致力于打造特色小镇、
发展全域旅游，颇具幽兰特色魅力的禅意文化旅游风情
小镇已初步成型。

幽兰镇素有“南昌佛教在昌南、昌南佛教看幽兰”的
美誉。近年来，“幽兰禅佛文化专线启动暨首届环青岚
湖自行车赛/环青岚湖环保健步行活动”、幽兰镇艺术学
院采风写生基地挂牌仪式暨采风写生活动”“幽兰镇‘禅
都佛光·幽兰生香’主题摄影大赛活动”“等系列文旅活
动唱响幽兰品牌。 （秋 天）

长城国家公园试点区
确定21个保护地

20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消息，北京长城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建设有新的推进，试点区已完成自然资源和
文化资源摸底调查，确定了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
区（延庆部分）、北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延庆世
界地质公园八达岭园区等共21个沿线保护地。

作为全国确定的首批 10个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的区域，北京长城是唯一一个以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资
源的试点区。2016年8月，《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试点实施方案》获批，提出“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坚持
彰显中华文明”“实现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相
互促进的新模式”，突出国家公园文化元素。

长城国家公园体制示范区的建设，将统筹推进国有
林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多重保护地的
体制改革，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管理体制，借助特大型中
心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创、对外交往、交通方面的优势，
推动资源保护与城乡发展的融合互动，进一步发挥试点

区的生态价值、历史文化价
值和社会价值。按照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战略部署，为环
首都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体
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林 艳）

四张生态名片
助推遂川全域旅游

日前，遂川县申报的罗霄山大峡谷国家森
林公园通过了国家专家评审，这是遂川继成功
申报南风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斗江国家级
湿地公园保护区、罗霄山国家森林步道之后展
示出的又一张靓丽名片，四个国家级生态名片
集中在一个县，全国少有，全方位充分展示了遂
川的好生态。

近年来，遂川紧紧围绕生态立县这个目标，
完善规划和设施，做好“保护和利用”文章，同时
结合全球十大最美梯田——桃源梯田、狗牯脑
茶原产地、江南第一温泉——汤湖温泉和第一
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遂川工农兵政府、红军
（红六军团）长征最早出发地等红色景点，精心
打造全域旅游。 （古小江）

金溪多彩文化
带旺古村旅游

金溪县是千年古县，曾荣膺江西十大文化
古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等多个荣
誉称号。目前，该县仍完好保存着明清时期风
格的传统村落 100 多个、明清古建筑 1.1 万余
幢。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个、中国
传统村落21个、江西历史文化名村7个。

为促进古镇古村旅游与特色文化融合发
展，该县在古镇古村主要景点安排非遗文化表
演、特色美食制作、现代歌舞表演等系列文化活
动，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带动古镇古村旅游
产业蓬勃发展。 （邓兴东）

生态引领 文化筑梦
“2017南昌华侨城媒体深圳行”结束

为了缓解自然环境的压力，社会大众对绿
色低碳、生态环保的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爱
上低碳的新生活方式，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企业对于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态度。

12月13日至16日，由南昌华侨城主办的以
“生态引领文化筑梦”为主题的媒体深圳行活动
顺利举行，南昌市 20余家新闻媒体逾 30名记者
到访深圳华侨城，就华侨城集团奉行的低碳环
保发展理念以及将生态环保、文化旅游、企业发
展完美结合的情况做了深入探访。

首先，媒体记者参观了现代感与绿色生态
融合的华侨城展厅。在这里，华侨城 32年的发
展历程得到了浓缩和沉淀。华侨城自成立以
来，始终坚持“生态环保大于天”的理念和“优质
生活创想家”的定位，已成为品质生活和创想文
化的代名词。走进被艺术和文化气息环绕的华
侨城创意文化园，看到一些老厂房、陈旧的景观
设施变成文化产业的鲜活载体，记者们无不感
受到华侨城“创想”文化的力量。全国最早的文
化主题民俗村锦绣中华，以海洋为主题的集“生
态、娱乐、文化、商业街”为一体的欢乐海岸，最
新打造的甘坑客家小镇，更是让大家感受到华
侨城“文化旅游城”的独特魅力。

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授予
的首个“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深圳东部华侨
城，枝丫繁茂的原生树木、幽香扑鼻的七彩花
卉、湖边传来的悦耳鸟鸣、错落有致而又充满异
国风情的建筑群，更是使人仿佛瞬间置身于一
个美丽的欧洲小镇……

近 4天的深入探访，记者们聚焦深圳，亲历
华侨城，看到华侨城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绿
树成荫的街道、自然生态的休闲广场、低碳节能
的公共设施、以人为本的旅游项目，感受到的是

“生态之城”“环保之城”“旅游之城”的魅力和华
侨城集团坚持的“生态环保大于天”的环保理
念。

华侨城从生态环保的先行者、获益者，到现
在的倡导者、推广者，以实际行动推动可持续发
展与创造优质生态低碳生活方式。为了一个绿
色的梦想，华侨城更是正在全国各地打造更多
的绿色生态之城。相信，落地江西的南昌华侨
城，也将成为一座“生态环保”绿色之城、“文化
旅游”活力之城。 （广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