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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地理位置独特，地形地

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已建成各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 3000 余处，为发展生态旅游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为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国

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国家重点旅游

区域的指导，抓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引导生态

旅游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消费需求

和生态环境需要，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所指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为准则，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

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开展生态体验、生态认知、生态教育并获得

身心愉悦的旅游方式。 

规划根据区域资源特色、环境承载力和开发利用现状，将全国

生态旅游发展划分为八大片区，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实施差

别化保护措施，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打造生态旅游精品，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规划是全国生态旅游发展

的行动纲领，是推动生态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 

规划期限自 2016 年至 2025 年，规划范围为全国陆地国土空间

及内水和领海（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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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基础 

 

一、现状问题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绿色消费方式，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1983

年首次提出后，迅速普及全球。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旅游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生态旅游已成为一种增进环保、崇尚绿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旅游方式，并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及湿地公园、沙漠公园、水利风景区等为主要载体的生态

旅游目的地体系（见附表），基本涵盖了山地、森林、草原、湿地、

海洋、荒漠以及人文生态等 7 大类型。生态旅游产品日趋多样，深

层次、体验式、有特色的产品更加受到青睐。生态旅游方式倡导社

区参与、共建共享，显著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经济收益，也越来越得

到社区居民的支持。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明显

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逐步成为共识。 

与此同时，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地

区对生态旅游的认识不到位，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不重视资

源保护和规划设计，搞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部分地区过分追求门票经济，不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

人为增加保护压力，降低旅游质量。相当数量的景区没有充分发挥

生态旅游的科普、教育功能，在产品开发、导游解说上过于肤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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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化。部分景区所在的社区参与度低，没有决策建议权，利益共

享机制缺失。此外，生态资源的保护监督体系也亟待健全。 

二、面临形势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二五”以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

已成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

增长点。2015 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 40 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 4.13

万亿元。预计 2020 年国内旅游人数将突破 70 亿人次，居民人均旅

游次数将从目前不到 3 次提高到 5 次左右，旅游产品供求矛盾将持

续突出。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提高，人们回归

大自然的愿望日益强烈，国内旅游需求特别是享受自然生态空间的

需求爆发性增长。旅游消费方式从观光游到观光、休闲、度假并重

转变，呈现多样化格局，深层次、体验式、特色鲜明的生态旅游产

品更加受到市场青睐，观鸟旅游、探险旅游、科考旅游、生态养生、

野生动物观赏等逐渐成为新热点。 

但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

偏低，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仍

旧突出。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大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生态保护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为加快推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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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消费需求和生态环境

需要，必须加快发展环境友好型、非资源消耗型的生态旅游，有效

整合资源，促进融合发展，优化配套体系，加强资源环境国情教育，

引导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树立崇尚生态文明新风尚，推动形成

绿色消费新观念，发展负责任、可持续的旅游业，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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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

闲消费需求和生态环境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优化生态旅游发

展空间布局为核心，以完善生态旅游配套服务体系为支撑，坚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化资源保护，注重生态教育，打

造生态旅游产品，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把保护放在生态旅游发展的首位，

正确处理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守生态底线，科学适度开发，

推进生态旅游集约化、低碳化、绿色化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

量、效益相统一，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二）优化布局，突出重点。优化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以

生态旅游片区为依托，以生态旅游协作区、目的地、线路和风景道

为载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动不同地域生态旅游特色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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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化、差别化发展。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旅游资源整体开发为重点，

探索生态旅游发展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新途径。 

（三）统筹协调，融合发展。以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为抓手，

在资源保护、产品开发、线路组织、宣传促销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丰富合作方式，提升合作水平，实现一体化发展。以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为主线，促进生态旅游与农业、林业、海洋、文化等相关产

业和行业融合发展，延伸 生态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综合服务体系。 

（四）创新机制，多方参与。探索创新生态旅游投融资、环境

教育、生态补偿等机制，形成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互促进、良性

循环的新模式。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

府的引导作用，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拓宽参与

渠道，让当地居民更多分享生态旅游发展红利。 

三、规划目标 

到 2020 年，一批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精品线路基本建成，

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生态旅游社区参与

更加广泛，带动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环境友好型、非资源消耗

型的生态旅游理念逐步形成，培育一批生态旅游重点品牌，初步形

成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生态

旅游目的地国家。 

到 2025 年，以生态旅游协作区、目的地、线路和风景道为主

体的总体布局基本确立，区域合作机制更加健全、合作模式日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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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产品开发、公共服务、环境教育、社区参

与、营销推广、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健全，生态旅游在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中作用全面发挥，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世界生态旅游强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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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体布局 

 

按照全国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特征，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

版）》、《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 年）》、《全

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 年）》等相关规划，结合各地

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将全国生态旅游发展划分为八个片区。不同片

区依托自身优势，明确重点方向，实施差别化措施，逐步形成各具

特色、主题鲜明的生态旅游发展总体布局。 

一、东北平原漫岗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包括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辽东丘陵森林，三江平原和

东北平原湿地，东北平原西部草甸草原，大兴安岭森林草原等生态

区域。总面积约 126 万平方公里，涉及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森林、湿地、草原及冰雪旅游资源，打造

集森林观光度假、冰雪运动休闲、界江界湖界山观光、民俗体验于

一体，辐射东北亚的生态旅游片区。加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

朝鲜、蒙古国合作，形成图们江流域、日本海等跨境生态旅游线路。 

二、黄河中下游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包括燕山、太行山、山东丘陵、秦巴山地森林，黄土高

原农业与草原，汾渭盆地与华北平原农业植被等生态区域。总面积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13EABEC8798300658DA5BD92350AAA6B�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13EABEC8798300658DA5BD92350AAA6B�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13EABEC8798300658DA5BD92350AAA6B�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5B45013138C321B1FC988906B55FB255�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4E255854BF81FE7BAF23DC38264DAA90�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D22CD24053CE009973D64E0FEBCDC575�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D22CD24053CE009973D64E0FEBCDC575�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D22CD24053CE009973D64E0FEBCDC575�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1B1E00688940BB06308367F5BDF6B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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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92 万平方公里，涉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

省、河南省和陕西省。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黄河沿线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太行山、

燕山、秦岭、冀北草原等生态旅游资源，打造兼具黄河与黄土高原

观光、山地观光度假、森林湿地休闲、滨海休闲度假等功能的生态

旅游片区。大力推动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发展。加快区域生态旅游快

速通道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互网，构建多层级、网络化、多部门

协同的安全风险防范、应急救援、安全监督机制。积极拓宽国际生

态旅游市场。 

三、北方荒漠与草原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包括内蒙古高原东中部典型草原与荒漠草原，内蒙古高

原西部山地荒漠，阿尔泰山、天山山地森林草原，柴达木盆地、准

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荒漠，祁连山森林与高寒草原，帕米尔-昆

仑山-阿尔金山高寒荒漠草原等生态区域。总面积约 284 万平方公

里，涉及内蒙古自治区（不包含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

安盟）、甘肃省（不包含甘南州）、宁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山岳、草原、森林、绿洲、沙漠戈壁、峡

谷及冰雪生态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山岳与戈壁观光探险、草原观光

休闲、绿洲度假、雪域体验、少数民族文化体验、户外运动探险等

特色的生态旅游片区。加强祁连山、六盘山、贺兰山等跨区域生态

旅游发展规划与建设。立足连接亚欧大陆和中国内陆地区的区位优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F0F975F41B94E378C1206414EAA8049F�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405C78B6CA65180F61CC8F84C39EF806�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405C78B6CA65180F61CC8F84C39EF806�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405C78B6CA65180F61CC8F84C39EF806�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F3C9A6ED77ECACC76AFE844FFD54C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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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及边境沿线生态景观优势，加强边境地区生态旅游国际合作。 

四、青藏高原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包括藏东-川西山地森林，藏东南热带雨林季雨林，青

海江河源区、甘南、藏南高寒草甸草原，藏北高原高寒荒漠草原，

阿里山地温性干旱荒漠等生态区域。总面积约 225 万平方公里，涉

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及云南省迪庆州、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州、

甘肃省甘南州。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青藏高原高大山脉、江河源区、高寒草原

大体量自然生态资源和神秘多姿的人文生态资源，打造具有高原生

态观光与休闲、户外运动、文化生态体验、冰川科考、峡谷探险等

特色的生态旅游片区。加强基础设施、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环

保设施建设，强化生态补偿。促进生态旅游业对特色农牧业及其加

工业的融合带动作用。 

五、长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包括武陵-雪峰山与滇中北山地森林，湘赣丘陵山地森

林，黔中部喀斯特森林，长江中游平原湿地与农业植被，三峡水库

等生态区域。总面积约 145 万平方公里，涉及江西省、湖北省、湖

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不包含阿坝州、甘孜州）、贵州省和云南

省（不包含迪庆州）。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大江大河、湖泊湿地、山地森林、特色地

貌景观及苗族、彝族、侗族、哈尼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生态旅游资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D5C5F035D49C5B5AAA3988B8F47D673F�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3B4C1E7D9C527753CC8973C544EE30EE�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432FFEB0CD16A134B6040FF96686071D�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B581DB8D5DA032D0C4EBE54AD1C04B69�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B581DB8D5DA032D0C4EBE54AD1C04B69�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B581DB8D5DA032D0C4EBE54AD1C04B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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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打造具有长江及其支流观光、喀斯特与丹霞地貌观光、亚热带

森林观光、山岳与湖泊休闲避暑度假、长江流域民俗体验等特色的

生态旅游片区。推动罗霄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

区域的生态旅游扶贫。利用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战略机遇，推动长

江流域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建设长江黄金旅游带。 

六、东部平原丘陵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包括浙闽山地丘陵森林，天目山-怀玉山山地森林，长

江三角洲湿地与城郊森林等生态区域。总面积约 47 万平方公里，

涉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福建省。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江河、湖泊、山岳、湿地、滨海等生态旅

游资源，打造世界自然遗产观赏、江南水乡人文生态体验、江河湖

泊湿地观光、滨湖滨海休闲运动等特色的生态旅游片区。强化生态

旅游土地利用空间管制，合理确定游客容量，加强跨区生态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 

七、珠江流域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包括桂粤山地丘陵森林，桂粤南部热带季雨林与雨林，

珠江三角洲丘陵森林与农业植被等生态区域。总面积约 42 万平方

公里，涉及广东省和广西自治区。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喀斯特地貌资源、岭南山岳资源、江河湖

泊资源、温泉资源和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人文生态资源，

利用毗邻港澳、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打造具有山水观光、湖泊山岳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0ACBA5F9DED266F3588DB6F222C9B170�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BC5C4D275C34E96964B58C60CC2240A6�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ACC2ADF77FB8C3466C27083DA1288BC4�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ACC2ADF77FB8C3466C27083DA1288BC4�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ACC2ADF77FB8C3466C27083DA1288BC4�
http://www.ecosystem.csdb.cn/ecoass/ecoplanningzone_list.jsp?func=3&pid=54C0FFC1D2FA49634F36B8FA2B1B9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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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度假、健康养生、中越边关探秘、人文生态体验等特色的生态

旅游片区。探索建立珠江上下游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规划管控，

防止生态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加强与东盟生态旅游合作，构建中越

边关生态旅游廊道。 

八、海洋海岛生态旅游片区 

本片区位于我国东部与南部，涵盖我国领海及管辖海域、海岛

（含海南岛），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拥有红树林、珊

瑚礁、海草床等多种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及大于 500 平方米的岛屿

6900 多个，总面积约 476 万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方向是依托丰富的海洋海岛资源和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资源，打造具有海上观光、海上运动、滨海休闲度假、热带动植

物观光等特色的海洋海岛生态旅游片区。积极推进海南国际旅游

岛、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推动三沙生态旅游发展。建设国际邮轮

港，开辟东盟海上邮轮航线，打造东南亚生态旅游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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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点任务 
 

依据生态旅游资源、交通干线和节点城市分布，在八大生态旅

游片区基础上，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单元，培育 20 个生态旅游协

作区，遴选一批有代表性的生态旅游目的地，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水平，建设 200 个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按照生态要素的

线性分布和旅游线路组织的基本原则，形成 50 条跨省和省域精品

生态旅游线路，适应日益兴起的自驾车和房车旅游，结合国家整体

路网布局，打造 25 条国家生态风景道，形成点线面相结合、适应

多样化需求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 

一、培育 20 个生态旅游协作区 

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跨省域大山、大江、大河区域

生态资源为基础，选择旅游资源富集、品牌优势显著、交通基础条

件较好的区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合作框架和机制，加强区

域合作和资源共享，实现错位发展、集群发展。生态旅游协作区要

加强旅游标准、管理和服务对接，加强重点景区与高速公路、高等

级公路连接线建设，形成以铁路、公路和航空相结合的旅游立体交

通系统，实现跨区域联动发展，进一步推进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

设，依托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带动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燕山太行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山水休闲游、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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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游、自然探险游、生态科普游等产品。结合京津等周边城市消

费趋势，重点推出适合自驾、生态休闲游的短期旅游线路，构建自

驾车房车营地体系。加强冀、晋、蒙三省区旅游合作和资源共享。 

——环渤海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滨海度假旅游、海洋休

闲旅游和海岛生态旅游，培育邮轮、游船、游艇及相关海洋休闲产

业。开发环渤海滨海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带，在旅游线路组织、旅游

集散体系建设等方面强化合作, 逐步建立互送客源、互为旅游目的

地的合作机制。 

——陕蒙晋豫黄河大峡谷生态旅游协作区：大力发展黄河水域

观光、黄河峡谷探险、民族风情体验、沙漠观光探险等产品，深入

挖掘天下黄河的文化内涵，塑造黄河风情旅游品牌和总体形象。加

强沿黄河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衔接，建立客源共享机

制，联手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合力打造体现华夏文明、凸显黄河生

态的旅游精品线路。 

——大小兴安岭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森林避暑、草原旅

游、养生度假、冰雪旅游、边境旅游、民俗体验等产品，组建大小

兴安岭旅游联盟，加强区域旅游通道建设，共同开发精品旅游线路，

联合打造森林生态旅游特色品牌。 

——长白山图们江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边境生态观光、

山地度假、森林生态旅游、冰雪旅游、温泉养生和朝鲜族民俗体验

等产品，形成鸭绿江-长白山-图们江边境生态旅游带，推进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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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合作，实现东北亚地区生态旅游联动发展。 

——浙皖闽赣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遗产观光、山地休闲、

湖泊度假、科普教育等产品，加强黄山、庐山、九华山、三清山、

江郎山、武夷山、龙虎山、泰宁等世界遗产地的深度协作，加快皖

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区域一体化，搭建

区域联合营销与市场共享平台。 

——罗霄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自然生态观光、山地养

生度假、乡村休闲等产品，支持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工程建设，加

强历史遗址保护和生态旅游品牌宣传推广，推动生态旅游与红色旅

游、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促进跨省协作。 

——大巴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山岳生态观光、避暑度

假、乡村休闲等产品。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和旅游产业扶贫机制。

加强省际旅游线路连接和区域合作，增强旅游产业整体活力和综合

实力。 

——大别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森林休闲度假、科考探

险、康体健身、研学旅行等产品，有序推进大别山区旅游精准扶贫，

建立区域旅游扶贫成果共享机制，有效带动农户就业增收。建设大

别山旅游环线公路，探索建立大别山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武陵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休闲度假养生、康体健

身旅游、科普旅游、乡村休闲等产品，加强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铜仁市、渝东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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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合作。 

——长江中游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水上旅游、自驾车、

低空旅游等产品，推动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高铁优势，共同打造长江旅游线路和国内外知

名旅游品牌。推动区域一体、水陆联动发展，探索生态旅游联合发

展模式。 

——乌蒙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自然遗产欣赏、山水观

光、乡村生态休闲、人文生态体验等产品，促进生态旅游与民族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强乌蒙山区域省州市之间互联互通，提升城市、

景区和口岸的交通条件，形成以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快速旅游通

道。 

——滇桂黔喀斯特山水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喀斯特山水

观光、森林旅游、养生休闲、边关览胜、民族文化体验等产品。探

索特色文化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径，发展地方特色旅游商品，

加大旅游脱贫攻坚力度，加强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衔接，形成优势

互补的协作发展格局。 

——北部湾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滨海度假、滨水旅游、

海洋科普、民俗文化体验等产品，完善北海、钦州、防城港城市旅

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邮轮游艇码头，加强北部湾与国内其他滨海

旅游城市、东南亚滨海国家的旅游合作。 

——西江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喀斯特地貌与亚热带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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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观光、湖泊生态休闲、生态养生等产品，培育一批具有区域影响

力的特色景点和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推进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规范巴马长寿养生旅游发展，推动设立崇左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 

——青甘川三江源区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江河源头生态

观光、户外特种旅游、民族文化体验、高原休闲等产品，在严格保

护的基础上，改善内外部交通，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挖掘生态保护

价值、自然景观展示价值、历史文化原真价值，共同推广“三江之

源，中华水塔”品牌形象。 

——祁连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山地冰川观光、休闲度

假、探险运动和民族风情体验等产品，突出特色旅游城镇建设，破

解交通瓶颈，完善沿线旅游服务功能，加强甘肃、青海两省祁连山

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开发机制。 

——昆仑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自然风貌观光、户外特

种旅游、民俗与宗教文化体验、科普教育等产品，体现“万山之祖”

的文化内涵，实现昆仑山旅游设施共享、线路联动、协同发展。 

——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高原生态观光、科

考探险、康体健身、文化体验等产品，建立务实高效的区域旅游合

作机制，加强旅游通道对接，强化安全应急救援，完善旅游公共服

务设施，不断扩大和提升“大香格里拉”品牌形象。 

——贺兰山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发展生态休闲、避暑度假、

岩画欣赏、葡萄酒文化体验等产品，打造环贺兰山黄金旅游圈和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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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酒文化长廊，推进贺兰山区域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打

造统一的服务标准、服务标识和票务系统平台。 

二、建设 200 个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 

依托各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按照向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区和

生态屏障区倾斜的原则，考虑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开发潜力、

示范带动性等因素，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 200 个重点生态旅游目的

地（专栏一），坚持保护优先，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加大支

持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受国内外游客欢迎的生态旅游品

牌。 

 

 

 

 

 

 

 

 

 

 
 
 
 

专栏一 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 

1、东北平原漫岗生态旅游片区：呼伦贝尔草原、兴安盟阿尔山、

额尔古纳湿地、克什克腾草原、阿鲁科尔沁草原、大青沟、鸭绿江、

辽河口、本溪水洞、金石滩—老虎滩、双台河、棋盘山、旅顺口、长

白山、松花湖、查干湖、辉南龙湾群、向海、高句丽、防川、五女峰、

五大连池、汤旺河、镜泊湖、亚布力、大兴安岭、乌苏里江、绥芬河。 

2、黄河中下游生态旅游片区：灵山—百花山、密云云蒙山、盘山、

大黄堡、辽河源、白洋淀、坝上草原、崇礼—赤城、衡水湖、京西百

渡（涞易涞）、雾灵山、五台山、太行山大峡谷、绵山、蟒河、 

庞泉沟、王莽岭、五老峰、恒山、沁河源、沂蒙山、蓬莱、崂山、微 

山湖、黄河三角洲、南太行山—云台山、桐柏山、黄河小浪底、老君 

山—鸡冠洞、伏牛山、豫西大峡谷、丹江、黄河故道、金丝峡、黄龙

山、丹江源、秦岭太白山、壶口瀑布、瀛湖、南宫山、黄河大侠谷、

华山。 

    3、北方荒漠与草原生态旅游片区：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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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济纳胡杨林、锡林郭勒草原、鸣沙山月牙泉、麦积山、敦煌雅丹、

张掖丹霞、平凉崆洞山、六盘山、沙坡头、贺兰山、青铜峡、沙湖、

苏峪口、哈巴湖、天山、喀纳斯湖、巴音布鲁克、博斯腾湖、塔河源、

白沙湖、可可托海、吐鲁番火焰山。 

4、青藏高原生态旅游片区：九寨沟—黄龙、稻城亚丁、二郎山

—海螺沟、香格里拉、雅鲁藏布江、纳木错、林芝鲁朗、珠穆朗玛峰、

羊八井、巴松错、昆仑山—可可西里、青海湖、祁连山、年保玉则、

德令哈、冶力关、玛曲。 

5、长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区：三清山、井冈山、婺源、鄱阳湖

湿地、武功山、庐山、神农架、武当—太极湖、恩施大峡谷、丹江口、

张家界、洞庭湖、莽山、崀山、大围山、长江三峡、武隆喀斯特、四

面山、金佛山、黔江、蜀南竹海、大峨眉山、光雾山—诺水河、泸沽

湖、大渡河峡谷、黄果树、荔波、龙宫、百里杜鹃、梵净山、赤水、

雷公山、马岭河—万峰林、哈尼梯田、西双版纳、石林、玉龙雪山、

腾冲、怒江大峡谷、苍山洱海。 

6、东部平原丘陵生态旅游片区：崇明岛、淀山湖、姜堰溱湖、

太湖、洪泽湖、天目湖、虞山尚湖、千岛湖、天目山、钱江源、神仙

居、江郎山、雁荡山、黄山、天堂寨、天柱山、九华山、巢湖、花亭

湖、大金湖、湄洲岛、武夷山、泰宁、清源山、屏南白水洋、鼓岭、

东山岛。 

7、珠江流域生态旅游片区：南澳岛、南岭、丹霞山、鼎湖山、

珠江口、桂林漓江、巴马、北部湾、大德天、姑婆山、乐业—凤山、

龙脊梯田。 

8、海洋海岛生态旅游片区：长山群岛、舟山群岛、庙岛群岛、

芝罘岛群、海陵岛、平潭岛、三沙、大洲岛、五指山、东寨港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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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 50 条精品生态旅游线路 

以线形生态要素为主轴，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强化生态旅游目

的地之间的连接，整合区域资源，依托品牌生态旅游景区和主要交

通干线，串联旅游节点，连点成线、串景成廊，发挥沿线生态旅游

资源的整体优势，构建跨省、省域共 50 条生态旅游线路。 

围绕精品生态旅游线路，统一布局生态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在

品牌培育、宣传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强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促进与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等融合，形成各具特色的生

态旅游线路品牌，打造旅游消费新热点，增强对沿线地区的辐射带

动作用。 

 

 

 

 

 

 

 

 

 

 

 

专栏二 跨省、省域生态旅游线路 

1、跨省生态旅游线路：燕山长城生态旅游线路、太行山山水生

态旅游线路、京杭大运河生态旅游线路、环渤海滨海生态旅游线路、

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生态旅游线路、东北边境生态旅游线路、大别山

生态旅游线路、武陵山山水民俗旅游线路、长江三峡生态旅游线路、

秦巴山地生态旅游线路、滇黔桂喀斯特山水民俗生态旅游线路、大香

格里拉生态旅游线路、西北丝路文化生态旅游线路、黄河上游草原风

情生态旅游线路、祁连雪山冰川观光探险生态旅游线路、南水北调中

线文化生态旅游线路、海上丝路生态旅游线路、南中国海生态旅游线

路、长征沿线生态旅游线路、北纬 30 度世界遗产生态旅游线路。 

2、省域生态旅游线路：河北坝上草原生态旅游线路、中国冷极

主题生态旅游线路、内蒙古大草原生态旅游线路、浙东沿海海洋海岛

生态旅游线路、黄山山脉生态旅游线路、清新福建山水生态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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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 25 条国家生态风景道 

依托国家交通总体布局，按照景观优美、体验性强、距离适度、

带动性大等要求，以国道、省道为基础，加强各类生态旅游资源的

有机衔接，打造 25 条国家生态风景道（专栏三）。 

按照主题化、精品化原则，加强生态风景道沿线资源环境保护，

营造景观空间，建设游憩服务设施，完善安全救援体系，优化交通

管理，实现道路从单一的交通功能向交通、美学、游憩和保护等复

合功能的转变。 

 

 

 

山东仙境海岸海岛生态旅游线路、山东黄河入海生态旅游线路、环鄱

阳湖生态旅游线路、神农架生态旅游线路、神秘湘西生态旅游线路、

桂东北山水生态旅游线路、世界长寿之乡休闲养生生态旅游线路、中

越边关探秘生态旅游线路、海南热带风情岛生态旅游线路、三沙海洋

海岛生态旅游线路、渝东南山水生态旅游线路、川东自然山水生态旅

游线路、川西大九寨生态旅游线路、贵州避暑度假生态线路、云南怒

江大峡谷地质生态旅游线路、云南茶马古道生态旅游线路、西藏 318

西线生态旅游线路、珠峰生态旅游线路、大漠雅丹探奇生态旅游线路、

青海可可西里科考生态旅游线路、青海昆仑溯源生态旅游线路、三江

源源头科考生态旅游线路、新疆天山丝路北道生态旅游线路、帕米尔

高原生态旅游线路。 

专栏三 国家生态风景道 

1、太行山风景道（河北石家庄、邢台、邯郸—河南安阳、新乡、

焦作—山西晋城、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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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兴安岭风景道（内蒙古阿尔山、呼伦贝尔—黑龙江加格达

奇、漠河） 

3、黄土高原风景道（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延安、铜川、

西安） 

4、贺兰山六盘山风景道（内蒙古和宁夏贺兰山、月亮湖、沙坡

头、六盘山） 

5、东北边境风景道（辽宁丹东—吉林集安、长白山、延吉、珲

春—黑龙江绥芬河） 

6、东北林海雪原风景道（吉林省吉林市、敦化—黑龙江牡丹江、

鸡西） 

7、东南沿海风景道（上海—浙江杭州、宁波、台州、温州—福

建福州、厦门—广东汕头、深圳） 

8、大运河风景道（浙江宁波、绍兴、杭州、湖州、嘉兴—江苏

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宿迁） 

9、华东世界遗产风景道（安徽九华山、黄山—浙江开化钱江源、

江郎山—江西上饶—福建武夷山、屏南白水洋） 

10、大别山风景道（湖北大悟、红安、麻城、罗田、英山—安徽

岳西、霍山、六安） 

11、沿武陵山风景道（湖北神农架、恩施—湖南湘西—贵州铜仁、

遵义、黔东南） 

12、罗霄山南岭风景道（湖南株洲—江西井冈山、赣州—广东韶

关） 

13、海南环岛风景道（海南省海口、东方、三亚、琼海、海口） 

14、乌江风景道（重庆武隆、彭水、酉阳—贵州遵义、贵阳、铜 

仁） 

15、长江三峡风景道（重庆长寿—湖北神农架、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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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川藏公路风景道（四川成都、雅安、康定、巴塘—西藏林芝、

拉萨） 

17、西江风景道（贵州兴义—广西百色、柳州、荔浦、梧州—广

东封开、德庆、肇庆） 

18、滇桂粤边海风景道（云南富宁—广西靖西、崇左、钦州、北

海—广东湛江） 

19、香格里拉风景道（云南丽江、迪庆—四川稻城—西藏昌都） 

20、滇川风景道（云南楚雄—四川攀枝花、凉山、雅安、乐山） 

21、大巴山风景道（陕西西安、安康—四川达州、广安—重庆） 

22、祁连山风景道（青海门源、祁连—甘肃民乐、张掖） 

23、青海三江源风景道（青海西宁市、海北州、海南州、果洛州

玛多县、玉树市） 

24、天山世界遗产风景道（新疆霍城县、巩留县、新源县、特克

斯县、和静县） 

25、中巴公路风景道（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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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配套体系 
 

一、资源保护体系 

加强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级分类保护。根据地文景观、生物景

观、水文景观、气象气候景观、人文生态景观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

保护措施，做好与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优化旅游项目的建设地点，

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

的核心景区、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区域（如水土流失和石

漠化脆弱区）、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自然遗迹和濒危物种分布区、

水源地保护区等重要和敏感的生态区域，严守生态红线，禁止旅游

项目开发和服务设施建设。 

景区建设要因地制宜、方便简洁，鼓励采用节能、轻型、可回

收利用的材料设备，实施绿色旅游引导工程，在旅游景区、宾馆饭

店、民宿客栈等各类生态旅游企业开展绿色发展示范。落实生态旅

游相关企业的环保责任，实施能源、水资源、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完善市场调节、标准控制、考核监管和奖惩机制。 

建立游客容量调控制度，科学合理确定游客承载量，重点生态

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大江大河源头区、高山峡谷区、生态极度脆弱区

等地区，按照《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严格限定游客数量、

开放时段和活动规模，健全资源管理、环境监测等其他保护管理制

度，严格评估游客活动对景区环境的影响，规范景区工作人员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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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行为。 

二、公共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生态旅游交通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重点生态旅游

目的地到中心城市、干线公路、机场、车站、码头的支线公路，以

及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间专线公路，构建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与主

干线之间的便捷交通网络体系，鼓励推行绿色交通，建立便捷的换

乘系统。围绕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据相关规划，

结合实际需要新建或改建一批支线机场，增加至主要客源地城市航

线，实施交通配套服务工程。 

依托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精品生态旅游线路和国家生态风景

道，建设 1000 个自驾车、房车停靠式营地和综合型营地。鼓励生

态旅游宣教中心、生态停车场、生态厕所、绿色饭店、生态绿道等

生态设施建设。实施公共服务保障工程，支持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

游客聚集区域的旅游咨询中心建设，支持区域性的旅游应急救援基

地、游客集散中心、集散分中心及集散点建设。健全旅游信息发布

和安全警示功能，完善生态旅游保险体系和应急救援机制，提高突

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三、环境教育体系 

将生态旅游作为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途径，把生态旅游环境价

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提升环境教育

质量，培养生态旅游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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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载体，有序建设自导式教育体系和向导

式教育体系。加强解说牌、专题折页、路边展示、解说步道、体验

设施、小型教育场馆、新媒体等载体建设，强化从业人员岗前培训

和技能培训，提高解说水平和活动策划能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

教育活动，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解说词，鼓励提供多语种服务，满

足国际游客需求，提高环境教育的科学性、体验性和实用性。 

推进环境教育社会参与。实施环境教育示范工程，鼓励企业、

公益机构等在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环境教育基地。鼓励通过志

愿者服务等公益性活动推动环境教育。支持结合当地社区发展开发

乡土环境教育教材，开设自然学校，为中小学生提供认知自然的第

二课堂。通过开展生态教育，加深游客环境认知，提高环境保护意

识。 

四、社区参与体系 

完善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细化社区参与主体、途径、方式、

程序和保障，明确外来企业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生态环境

和社区居民的责任，企业收益以一定形式返还当地居民。景区内经

营性设施的特许经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地居民和企业，聘

用管护人员等职工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当地居民。支持社区

居民组织利益共同体，建立投资风险共担、投资收益共享的良性发

展机制。 

重视生态旅游的扶贫带动作用，依托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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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地方实际的生态旅游扶贫模式。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职业教育，

提升社区居民素质和从业技能，增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能力，重

点在生态环境建设、生态资源保护、生态解说与环境教育、生态旅

游开发运营等环节扩大就业。 

五、营销推广体系 

塑造全国生态旅游整体形象，推出国家生态旅游形象宣传口

号、宣传片和形象标识，鼓励各地进行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态旅游形

象。完善品牌管理体系，促进中国生态旅游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

提升。 

加强生态旅游市场的差别化营销推广，着力开发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国内生态旅游主体市场，适度开发东部中小城市、中

西部城市群、中东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等国内生态旅游新兴市

场。培育生态旅游市场，引导开发野生动植物观光、生态养生、户

外探险、深海体验等生态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加强市场秩序

维护和舆论监督。 

六、科技创新体系 

推广有助于生态旅游发展的先进技术，加强虚拟现实技术等新

技术在生态旅游中的应用，探索重要和敏感的生态区域的虚拟现实

技术展现，优化旅游体验。促进移动互联网与生态旅游融合，通过

移动终端、门户网站、计算机应用程序促进旅游供给与需求的有效

对接，提升生态旅游产品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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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态旅游装备纳入相关行业发展规划，制定完善安全性技术

标准体系，支持企业开展生态旅游装备自主研发，按规定享受国家

鼓励科技创新政策，鼓励企业自建或与高校院所联合共建生态旅游

创新研发平台。 

加强生态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指导发展实践。探索建立生态旅

游产业统计体系，明确生态旅游统计指标口径和测算方法。建立全

国生态旅游数据库，及时掌握生态旅游市场、生态旅游影响等相关

数据。 

 

 

 

 

 

 

 

 

 

 

 

 

 

专栏四 生态旅游配套体系重大工程 

1、资源保护利用工程：支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等重要生态旅游资源

的保护监测、展示利用以及道路、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交通配套服务工程：完善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

的交通服务体系，合理布局机场、铁路站点。加快太行山旅游快速通道、

沿黄旅游快速通道、跨黄河旅游连接通道、环绕伏牛山、大别山、大长白

山、中越边关的旅游快速通道建设。支持依托国家生态风景道的自驾车房

车营地和依托精品生态旅游线路的邮轮码头建设。合理规划公共旅游和私

人游艇码头，建成一批游艇码头和游艇泊位。 

3、公共服务保障工程：支持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所在城市机场、火

车站、汽车站、码头、高速公路服务区、商业集中区等游客聚集区域的旅 

游咨询中心建设；支持区域性的旅游应急救援基地、游客集散中心、集散

分中心及集散点建设。 

4、重点景区建设工程：支持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到交通干线的连接

路，景区内的道路、步行道、停车场、厕所、供水供电设施、垃圾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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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消防设施、安防监控设施、解说教育系统、应急救援设施、游客

信息服务设施以及环境整治等。 

5、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支持乡村旅游富民工程重点村的道路、步行

道、停车场、厕所、农副土特产销售中心、供水供电设施、垃圾污水处理

设施、消防设施以及环境整治等建设。对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农家乐等，

重点支持实施“三改一整”工程（即改厨、改厕、改房间、修整院落）项

目。 

6、绿色旅游引导工程：支持旅游景区、宾馆饭店、民宿客栈等各类

生态旅游企业开展绿色发展示范，通过节水节电、绿色低碳升级改造项目

等，引导生态旅游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7、环境教育示范工程：开展“千名环境友好旅游者”活动。鼓励企业、

公益机构等在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环境教育基地。 

8、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实施“研究型英才”、“创新创业型英才”、

“实践服务型英才”、“双师型英才”、“旅游企业拔尖骨干管理英才”、

“技术技能工作室”等旅游人才建设项目，遴选培养 2000 名以上生态旅

游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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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要强化部门合作，加强对生态旅

游发展重大问题的指导。国家旅游局要做好重点生态旅游协作区的

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好相关工作，加强生态

旅游发展规划与生态保护、资源管理、交通运输等相关规划的有效

衔接。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统筹兼顾、落实责任，进一步完善工

作协调机制。地方发展改革和旅游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科学规划、

突出重点，细化分解各项任务，推动生态旅游的资源保护、社区参

与、设施建设和区域合作等。要建立健全规划评估机制，及时总结

规划落实情况。 

二、加大政策扶持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生态旅游发展的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

要重点向生态旅游协作区、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精品生态旅游线

路、国家生态风景道等相关项目倾斜。安排旅游基础设施专项建设

基金项目时要加大对生态旅游项目的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

设立生态旅游专项扶持资金，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社区经营特

点和融资需求特征，创新产品和服务。发挥政府融资性担保机构和

再担保机构作用，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鼓励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

支持社区生态旅游项目。推动多渠道股权融资，利用新型金融机构



 

30 

 

和融资服务机构，促进社区创业。支持企业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投资、建设、运营生态旅游项目。 

三、加强协调合作 

加强各地政府之间沟通协调，鼓励生态旅游协作区相关省（区、

市）加强区域合作，建立多层级、多形式的沟通机制，协调解决区

域生态旅游发展重大问题，合作举办联合宣传、协同推广等重要活

动，探索建立生态旅游目的地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生态旅游

协作区区际、区内的横向补偿。加强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上下联

动，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旅游设施建设，加大在生态旅游产品

设计、宣传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帮扶力度。加强与国际组织、

旅游院校、旅游企业合作，跟踪生态旅游国际前沿研究，重视成果

推广转化，建立科研教学、培训实践合作平台，联合开展科学研究。

积极参与生态旅游国际标准规范的制定，扩大影响力。 

四、强化人才保障 

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重视培养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大力开发生态旅游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支持引导生

态、生物、地质、环保、林学等相关专业开设生态旅游课程，与旅

游专业联合培养生态向导、专业解说等各类适用人才。统筹抓好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营造充满活力、

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创业就业环境。鼓励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建

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加强规划开发、产品设计等方面的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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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我国自然保护地基本情况 

 

类型 总数量（个） 国家级数量（个） 第一批建立时间 

自然保护区 2740 446 1956 

风景名胜区 962 225 1982 

森林公园 3234 826 1982 

地质公园 485 240 2001 

湿地公园 979 705*（含试点） 2005* 

水利风景区 2500 719 2001 

沙漠公园 55 55*（含试点） 2013 

海洋公园 33 33 2011 

（注：数量截止 2016 年 6 月；*705 处国家湿地公园中，52 处为正式授予，其余为试点；*55

处国家沙漠公园中，9 处为正式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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