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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乡村旅游的经营已经由

以农户为主体，逐步转向家庭农场、

农户、合作社、农业企业、旅游企

业多主体经营转变。全国各地从各

自的优势出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有依托农业优势产业资源的，有立

足多样性的自然生态资源的，有结

合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等等，

我国乡村旅游资源的多样性为发展

多样性的特色旅游产业创造了极佳

条件。乡村旅游产品是功能化的。

由于市场需求的千差万别，与多样

化的旅游资源相结合，全国的乡村

旅游产品呈现多元化特征。

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是农业，更是旅游产业。在处理

传统农业与发展乡村旅游关系上，必

须明确：农业产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

基础；作为乡村旅游的农业是传统农

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用“创意”农业，

推动传统农业向旅游农业功能化转

型；创意农业改变公共资源配置与农

产品运营方式。

要强化“精品”生产，更应坚持

市场导向。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

中，“精品”的打造有两种主导的形

式，一种是生产导向型的“精品”打

造，生产者从自身发展出发组织生

产，体现的是为生产而生产的产品

制造行为；另外一种叫作市场导向的

“精品”生产，以旅游市场的需求为

依据，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组织生产，

“精品”为市场服务。一个区域性的

乡村旅游服务综合体，首先必须明

确服务区域与范围，确定具体的乡

村旅游综合服务对象。以对象需求

为导向做好产品创新与制造。将需

求分析变成产品供给，以产品的推

广来实现为服务对象的服务。

要重视跟进模仿，更应抓好自主

创新。第一，做好战略定位。要做好

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的战略定位，首先

明确服务的市场、人群与区域。第二，

在特色上做文章。第三，“景观”与“文

化”相结合，“游览”与“体验”相配

套。这是旅游产品研发的基本要求。

要强化“做精做强”，更应强化

产业集群创新。首先，“做精做强”是

区域乡村旅游的基础与支撑。“精、强”

产业是吸引旅客，提供旅游服务的主

体，保有区域特色的基石。其次，产

业集群创新是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的

产业依托。对一个区域乡村旅游市场

来说，有不同的人群市场，有全国性

的区域市场，有季节性的消费市场。

市场的多元化是产业集群创新的市场

原动力。再次，跳出传统旅游产业观，

创新乡村创意旅游产业观。

要突出产业发展，更要注重文化

传承创新。第一，把握文化传承的主

要方面。一是创建区域乡村旅游服务

品牌。在区域定位中提炼文化，以区

域品牌展现文化内核。二是塑造区域

旅游发展的“灵魂”。提炼区域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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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内涵。三是配置文化资源。围

绕区域乡村旅游的文化特点，配置起

配套的综合性的旅游文化资源是塑造

区域特色，提升文化感召力的有力措

施。第二，以产业创新推动文化创新。

充分体现文化精神，展现文化风采，

挖掘乡村文化内涵，让文化元素充分

展示在开发乡村特色旅游产品中。第

三，引进外来文化，推动文化融合。

通过与外来文化的嫁接，推动与本土

文化的融合，是促进区域本土文化的

创新与发展的有效措施。

以区域优势引领乡村旅游发展

打造“精品”。提炼核心元素，塑

造发展“灵魂”，就是区域发展有别

于其他区域发展的独一无二可持续发

展的元素。创新“精品”化乡村旅游

产品。要求旅游产品形式、产品载体、

产品运营要展现精品特点。按照“自

然和谐、艺术美感、文化传承”三大

基本要求，满足“好奇心、美感体验、

自由快乐心灵寻找”三大心灵需求，

搞好产业、产品的顶端计划。

“创意”引领。树立创意观。首先，

重新认识农业，特别是研究农业作为

旅游资源的农业如何打造。其次，重

新认识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是有别于

传统旅游的新型旅游。其基本特点是

“创意乡村+ 综合旅游服务”。第三，

正确把握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律，创立

乡村旅游独有的发展观念。

把握乡村旅游形态特点。首先，

是以涉“农”为资源基础，通过人们

的创意活动，进行传统涉“农”资源

的转换，实现乡村旅游产业化。其次，

乡村旅游的市场呈现精神体验与文化

消费相结合的消费特征。精神体验与

文化消费带动相关产业的集群创新。

第三，是区域形态的综合性旅游集群。

在多层面上展现创意成果。首先，

打造“三位一体”品牌体系。其次，

传统资源旅游化创新。一是要依据旅

游产业发展的需要，进行资源转换；

二是要适应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创新

要求进行公共资源的配置。第三，创

意旅游产品。要挖掘人的心灵深处的

内存渴求，将潜在心灵渴求，转变成

旅游服务，通过产品的创意活动，来

实现旅游服务，从而推动乡村旅游产

业的大发展。第四，在服务中体现创

意。在乡村旅游中，让精致服务无处

不在，让贴身服务无微不至，让客户

服务有求必应，让服务惊喜不断浮现。

高端化配置公共资源。高端化资

源配置必须坚持“精品化”发展方向。

体现高端、独特与引领三大特征，强

化“艺术美感、文化传承、自然生态”

三大基本要求。从人的活动的基本需

要出发，推进配套设施功能提升；从

人的好奇、成功体验、健康需要出发，

推进综合性的公共资源建设。

强化综合支撑能力提升。第一，

现代服务支撑。一是要强化区域品牌

的影响力及市场的实现能力；二是要

提升培育起新的产业增长点的能力，

加快适应新市场；三是要发挥主导产

业引领与转型升级能力；四是要提升

政策支持及政府支撑能力；五是促进

生产与经营性元素的组合成本最低化

能力。第二，产业集群支撑。首先，

打造主导产业。发挥主导产业的引领

与聚焦作用。其次，创新周延产业。

周延产业是新型产业，一方面，周延

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同

时，为主导产业的壮大创造条件。第

三，建立产业转型机制。主要是依据

市场的变化重新定位服务对象，分析

对象需求，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第

四，构建全域乡村旅游支撑体系。以

支撑体系的创建促进集群能力的提

升。

创建现代乡村旅游交易市场

首先，坚持两个面向。面向乡村

旅游产区，与乡镇、县域、企业相结

合，研究问题，把握需求；面向乡村

旅游产业服务的消费区，与旅游公司、

消费者相结合，推荐产品，引导消费。

实现全球市场与全国市场的结合。

其次，创新市场功能。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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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创新应该围绕以下方面来展

开：乡村旅游产品展示推介、产销对

接与互动、产品的顶端设计服务咨询、

政策咨询等等。建成全球乡村旅游产

品展销平台。形成全球旅游产业采购、

行业信息发布与研究平台、政策咨询

相结合的平台体系。

第三，做好市场培育。市场培育

的重点在于有效组织乡村旅游产区经

营主体与销区的旅游公司及消费者，

实现“产销对接”。通过创建会议交

流平台，通过举办应用评介与订货会，

终端产品市场与技术应用发布会，传

播与引领产业发展，培育区域性的产

业市场。

第四，做好传播与引领。首先，

创新服务产品。依据市场服务对象的

不同，设立服务项目，创建产业协会

联盟，与网上推广平台相结合，全方

位的推广服务产品。其次，通过服务

产品的推广，推动产地与销地市场的

一体化。

第五，市场体验与市场运营相结

合。构建“网上订单与网下体验”相

结合模式，打造产业运营与用户体验

一体化的市场平台，推进网上+网下

市场的一体化运营。展现产品的功能

特征及前景。创建全球市场与本地区

域相结合的市场体系，使之成为国际

采取的平台，信息发布的窗口。

以“对接”推动乡村旅游整体
创新

实现三大对接。智力对接。一是

行业引导。对行业来说，需要研究行

业热点问题，设定年度主题，以论坛

形式传播智力成果，引领行业发展，

做好智力对接。二是行业咨询规划服

务。重点是针对具体的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与企业运营，提供有针对性，可

操作的智力服务也就是发展的解决方

案。资本对接。第一，以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中的项目开发的资本供求合作

为基础；第二，以互为对方的需求方

式来组织服务产品；第三，实现资本

对接与产品设计、政策沟通、其他经

营元素的配套及市场运营一体化。第

四，构建政府机构与项目单位对话机

制，做好政策对接。市场对接。需要

重点解决三大难题：第一，消费组织。

一是代理商的组织，另一个是消费者

的组织。第二，旅游资源及其产品的

组织。第三，创新对接有效形式。

创建对接形式。首先，会议对接。

要创建以“全国乡村旅游产业创新大

会”为主要形式的对接平台。立足国

内，面向全球合作。其次，现代市场

对接。由PC+移动，体验 + 预订，活

动 + 推广，展示 + 销售多形式组成的

市场为平台，为市场的供求双方提供

对接服务。第三，个性化对接服务。

坚持市场导向。面向产业发展需求，

把握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区域、企业、

乡村发展相结合，提供有针对性对接

服务。

以服务创新促进产业发展

建立协会搭台、企业运营、政府

支持、社会参与的机制。首先，协会

要搭好台。要搭好台，必须研究乡村

旅游行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体现

“全球性、引领性、创新性”。其次，

坚持企业运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做好企业相互合作。第三，政府要支

持。政府的支持重点是要体现公共产

品的投资与政策环境的优化等方面。

推出与组织实施“三百示范工程”。

创建“三百”结合机制。与100 个乡

村旅游示范县发展相结合，打造“创

意乡村 - 全域旅游示范县。与 100

个示范特色乡村相结合，创建“创意

乡村-乡村旅游综合服务体示范区”。

与100 个特色乡村旅游龙头企业示范

点，创建“创意乡村- 特色休闲旅游

产业基地”。创新服务内容。坚持问

题与需求导向，研究服务对象的实际

需求，提供综合性服务。提供发展的

资本对接服务，强化市场运营指导与

产品销售服务。

创新服务方式。服务产品供给推

广，启动需求市场。将服务的项目进

行服务产品化包装，采取多样化方式

推荐给“三百示范工程”的主体对象。

以服务产品的推广，启动对象需求。

需求引导供给，提供具体服务。搭建

对接平台，重点做好资本化对接服务，

产品市场化对接服务，政策沟通与经

营环境优化服务，市场运营对接服务。

帮助一个区域从设计、到生产要素供

需对接、到产品研发、到市场运营，

提供全方面的运营服务。

创建“北、上、广乡村旅游市场”。

首先，选在北、上、广创建乡村旅游

市场。依据不同市场的特点，推荐产

品，组织消费者。在此基础上，以各

旅游社为依托，组织经营市场。使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

础上。

乡村旅游组织起来。首先，组织

优势资源及旅游产品供应商。其次，

组织旅游产品承销商。再次，要将消

费者组织起来。对乡村旅游消费者的

组织，需要从消费者的共性需求中找

到消费热点，以共性消费热点，组织

旅游产品的供给。对消费者的组织，

需要从消费者立场来发掘需求热点。

要做好市场运营，必须创新推广主题。

创建现代传播平台。做好市场运

营，还要创建旅游传播平台及网络商

务平台。推进电子商务网站，移动平台，

会议及媒体传播体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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