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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 以福建省高速铁路开通为例 

王 瑜， 俞 霞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旅游系， 福建 福州 350012) 

文献标识码 ：A 

摘 要 ：在海西高速铁路发展思路的指导下，开展高速铁路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可为福建省改善 

区域旅游发展的现状提供借鉴。高速铁路建设对于福建旅游业在开展省际旅游合作、实现省内旅游互动、提升旅 

游经济效益等方面有诸多影响。结合未来高速铁路建设的前景 ，福建省旅游业应从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高 

旅游接待能力、打造旅游精品等方面实现对全省高速铁路建设 目标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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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ion on Regional Tourism by High-speed Railway and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It 

— —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Hi曲一speed Railway in Fujian 

W ANG Yu． YU Xia 

(Tourism Department，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Fuzhou Fujian 350012，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gh 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in the channel west bank economic zone． 

to develop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impact study，can improve the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eference．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for Fujian Provincial 

tourism cooperation in develop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realize the provincial tourism interaction， promote 

tourism economic benefits have many effects． Combined with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Fujian tourism shoul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ourism， to make the tourism products and to realize high 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targe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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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在空间上表现为旅游者从居住地到 

目的地再返回居住地的完整迁移过程。这一过程 

中，交通要素起到了沟通旅游供给和旅游需求的 

纽带作用。一方面，交通设施是构成旅游地吸引力 

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能满足游客 

差异化的时空选择需求 ，是影响游客旅游体验的 

重要因素。因此，交通是旅游业的基础。高速铁路 

作为一种新的交通方式，它的建设意味着乘客旅 

行时间的缩短，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旅游经济发展中的交通 

要素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有关交通系统的变 

化从整体上对旅游业以及对旅游地发展的影响研 

究也相对缺乏．在 高速铁路对区域旅游的影响方 

面．只在少数文献中简单提及，缺乏专1"5探索。因 

此。开展高速铁路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分 

析，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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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的意义 

在当前大力发展海峡西岸旅游区战略的现实 

机遇下，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对于解决福建省旅游 

业发展的实际困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面 向区域旅游发展的实际困难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依托独特的资源、经 

济、区位和市场条件，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 

势。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然 

而，由于福建省内山岭蜿蜒，丘陵起伏，河谷与盆 

地错综其间。传统城市之间的交通不能实现游客 

的快速位移。甚至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区位间也存 

在交通隔断。致使旅游景区景点过于零碎不能构 

成有机整体，不能全面体现地方特色，同时也给旅 

行社的线路编排带来困难，城市的旅游经济活力 

难以最大限度释放。例如，目前通往闽东白水洋的 

只是一条二级公路，在暴雨、台风、泥石流天气下， 

交通、通讯可能中断，给游客带来较大的安全隐 

患。相较于临近的长三角旅游区和珠三角旅游区 

以及环渤海旅游区，福建省旅游业乃至以福州和 

厦门为中心的海峡西岸旅游区的发展仍处于各自 

为战的局面 。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现状较差。尚未形 

成一体化的旅游发展环境。福建的龙头优势没有 

发挥，福4、I'1和厦门的中心地位也难体现，对周边省 

份乃至省内周边城市的旅游辐射效应过小。因此， 

开展交通要素变化对区域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 

对福建省如何通过改善旅游交通来改善区域旅游 

发展的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2．抓住区域旅游发展的现实机遇 

2008年 1月，铁道部和福建省政府明确了海 

西高速铁路发展思路，即“构筑高速铁路，加强出 

海通道，贯通区域线路，完善海西路网”，同时确定 

了海西高速铁路建设重大项目规划布局。这些重 

大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构筑对台高速铁路和加强区 

域协作通道以及完善海西铁路协作网络三个方 

面。此后，第一轮海西高速铁路重大建设项目投入 

施工和运营，主要包括温福 、福厦、龙厦、厦深和向 

莆铁路 ，全长达到 1 143公里。从 2008年起至 

2015年，福建计划每年至少有一条铁路干线项目 

开工建设，力争从 2012年到 2020年福建境内新 

增铁路里程 1 900公里以上【1]。这种区际和区内交 

通的不断改善。必然会带来福建旅游客源市场的 

规模和结构、旅游经济发展的腹地、区域旅游的内 

部空间结构、旅游线路的设计等要素的变化。因 

此。分析高速铁路的建设为福建省区域旅游发展 

带来的现实机遇，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 

二、高铁建设对福建旅游业的有利因素 

高速铁路降低了旅游的时间成本，提高了旅游 

舒适度，增加了福建旅游的吸引力，这些对推动福 

建旅游业的发展壮大都是有利的。具体体现如下： 

1．有利于开展省际旅游合作 

交通与区域旅游的发展无疑有着很强的关联 

性。海峡西岸高速铁路网贯穿了浙江、福建 、江西 

和广东四省。它的建成将大幅度缩短沿线城市之 

间的旅行时间，改善沿线的旅游环境和投资环境， 

拓展福建省的旅游生存空间。同时，高速铁路网的 

建设还有利于福建省融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带和长 

江三角洲经济带，对于开展跨区域旅游合作具有 

显著功效，对福建省实现海峡西岸旅游区大旅游 

发展格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高速铁路 

的相继开通使福建与其他一些重要的旅游热点城 

市(北京、上海等)相对接，而福建与北京、上海等 

众多知名旅游地的吸引力构成不同、规模有别，这 

样有助于形成分工协作、纵横交错的跨省大区域 

的旅游地域系统。这一省际旅游地域系统具备资 

源、地域和客源等多项优势，具有重要的国际和国 

内旅游意义，而福建又是该旅游地域系统中一个 

特色鲜明的旅游热点，因此，温福、福厦等高速铁 

路的建成，打破了长期制约福建经济发展的区际 

交通“瓶颈”，有利于福建省加强省际旅游合作，形 

成以高速铁路为纽带的大区域旅游地域系统，实 

现资源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共享。 

2．有利于实现省内旅游互动 

温福、福厦高速铁路以及海峡西岸日益形成的 

高速铁路网络体系，大大提高和改善了福建省的旅 

游可进入性，有利于促进省外旅游客流的增长。同 

时，福厦、龙厦等高速铁路区内，将形成一条以福 

州省会城市，厦门经济特区，泉州、莆田、漳州、龙 

岩、三明、南平 、宁德等次中心城市构成的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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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 ，从根本上缓解城际交通运输的紧张局面 。大 

幅度缩短沿线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使得居民出 

游的范围和规模也相应扩大，形成城市间的互动。 

有利于推进福建省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另外。通过 

重点景区 ／点的旅游辐射。将区域旅游发展的重心 

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形成点轴旅游发展模式．实现 

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游客来闽旅游的 

目的单一，停留时间短 。多是直奔厦门和武夷山两 

地 ，选择其他旅游地和景区较少。再者由于各旅游 

地旅游主题定位雷同，景区易受“高集聚效应”所 

产生的“资源集聚屏蔽竞争”影响【2】。游客倾向于选 

择最有名的旅游地，其他景区就很少会被选择。因 

此，便捷的交通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内相似景点间 

的替代性竞争，导致优势资源流向高速铁路沿线 

的中心城市，造成沿线旅游中心城市“空吸”现象。 

3．有利于提升旅游经济效益 

高速铁路的开通改善了交通条件。不但缩短 

了省外进入福建的时间。而且缩短了人们对福建省 

各景点的感知距离，来闽的旅游流量必然加大。自 

2009年温福高速铁路和 2010年福厦高速铁路开 

通后，福建省旅游相关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1 2005~2010年福建省国 内旅游及客运相关指标啪 

7：5

鼹

A 万人次 亿元 ／万美元 

注 ：数据来源 ：根据 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开通与福建省旅游业 

发展之间存在同向增长的关系。2005至 2009年。 

福建省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人、国内旅 

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四项指标的年均递增率分 

别为 12．1％、18．8％、l4．3％、13．3％。随着高速铁路 

的相继开通，2010年福建省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 

旅游外汇收入分别为 3681 353人次和 297824万 

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8％和 14．6％；国内旅游人 

数与国内旅游收入分别为 l1 417万人次与 1 135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7．6％和 18．8％。201 1年上 

半年，福建省旅游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各 

高速铁路沿线城市均出现动车游高峰 ，沿海动车 

线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 5062．99万人次。同比增 

长 11．8％；实现旅游收入 587．70亿元，同比增长 

18．2％ 。 

4．有利于实现景点间的联 系 

交通连接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是完成游客、 

信息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以及目的地范围内不 

同景点之间流动的载体 ，其可进人性、网络化程度 

以及道路质量的优劣，对客源吸引、线路组织、旅 

游大环境的营造等方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高 

速铁路的建设将导致区域内沿线旅游经济活动成 

本的降低[4】，对相关城市客源吸引、线路组织、旅游 

大环境的营造等方面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 

高速铁路的建设能够满足游客方便的时空选择需 

求，将使得沿线景点景区的亮点更加突出，同时刺 

激潜在的景区景点的开发。例如。温福、福厦、厦深 

高速铁路的建设将形成以沿线城市(包括厦门、宁 

德、福州、莆田、泉州、漳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平潭综 

合实验区)的景区景点为节点．以交通线路为连线 

的蓝色滨海旅游带，使得龙头城市厦门的旅游据 

点地位进一步巩固，宁德、福州、莆田、泉州、漳州、 

平潭的旅游亮点更加突出，提升各地旅游经济效 

益。刺激各地对潜在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高速 

铁路的建设。密切了福建省各地区之间的旅游经 

济联系。便于各地之间开展借景旅游，推动区域旅 

游合作。另外。便捷的交通也可能对部分地区旅游 

业带来冲击，形成“有景无路 ，路通景退”Is]的尴尬 

局面．这是区域旅游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高铁时代福建旅游业的发展对策 

面对高速铁路建设带来的旅游经济发展契 

机。福建省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 

发展。具体如下： 

1．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高速铁路的建设加强了区域的可通达性，有 

利于区域旅游合作的开展。依托温福、福厦、厦深 

等高速铁路，按照山海联动、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的原则，整合高速铁路沿线旅游资源，形成“两带、 

四群、五重点”的全省旅游发展总体布局，同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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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建区域旅游精品线路，全面提升福建旅游的 

地位。具体做法有：1)根据高速铁路沿线各地区旅 

游资源分布特点，在区域内部组建以重点旅游景 

区／点为中心，并向四周旅游点扩散的往返性的中 

短途区域旅游线，如围绕福厦高速铁路沿线丰富 

的旅游资源。开发福厦动车游旅游线路 ；2)进一步 

提升省内旅游线路品质，推出八闽精华旅游线等 

精品旅游线：3)结合特色旅游带的开发，推出专项 

旅游线路，如武夷山绿三角旅游线 、闽西南山海旅 

游线及闽江流域生态旅游线等 ；4)与周边省市旅 

游线互补联动，打造跨省精品旅游线路，如深入挖 

掘温福高速铁路沿线旅游资源，建立福州 、宁德 、 

温州1两省三市旅游协作区，打造鼓山、雁荡山、太 

姥山“三山一线”旅游产品，将福建纳入中国观光 

度假旅游精品线路 ；5)与港澳台联动接轨 ，整合 

香港、澳门、厦1、-j、金1]、湄洲1岛、福州、马祖等地旅 

游资源，推出闽台港澳游轮旅游线、海峡西岸游船 

旅游线 、闽台缘旅游线等“一乘多站”式的精品旅 

游线 。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城市接待能力 

高速铁路带来大量客源，造成福建省旅游接 

待规模的快速增长 ，从而给内部基础设施等供给 

带来压力。为了适应高速铁路带来的游客量的增 

加 ，福建省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旅游接 

待服务类项目，增加旅游供给，强化城市综合服务 

功能。从 2010年福建省旅游统计资料来看，福建 

省要健全旅游要素，完善旅游产业链，应重点做好 

以下工作：第一，来I司国内游客以休闲观光度假为 

目的的占54．2％，以公务为目的的占 13．9％．其中 

25-44岁的中青年游客 占 54．9％，如表 2所示。因 

此，根据这一特征，福建省应大力发展适应中青年 

游客需要的经济型饭店、家庭旅馆，同时加快高星 

级饭店建设，满足商务游客的需求。第二，从消费 

构成来看 ，2010年国内游客消费构成中，购物占 

17％，娱乐仅占5．1％。购物和娱乐的消费比重过 

低，成为福建省旅游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对此． 

应提升特色商品的制造加工水平，提高旅游商品 

的创新设计能力，强化旅游购物市场监管 ．推出一 

批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符合市场需求、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旅游商品。还要积极发展具有 

地方特色的旅游演艺和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培 

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形成印象大红袍、龙岩志高 

动漫娱乐园等一批有福建特色的旅游文化娱乐品 

牌。第三，针对区际交通网衔接和配套措施不完 

善、景区交通标识混乱、停车难等问题 ，要不断完 

善内部交通体系，加强对旅游节点与旅游景区景 

点的旅游通道建设，加快中心城区及旅游景区景 

点的停车场建设，强化旅游交通管理，确保市内及 

景区交通安全、舒适、便捷。 最后 ，要注重发展传 

统饮食精品，展示独特的食品制作工艺，开发以闽 

菜为代表的福建特色美食系列，打造“福建美食” 

品牌 

表 2 2010年福建省国内游 客构成[3]358 

注 ：数据来源 ：根据 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 

3．打造旅游精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建设高速铁路有利于沿线重点旅游资源的先 

行开发和发展 ，继而通过重点资源的横 向辐射 ，实 

现覆盖福建全区的点轴式发展。但是，在区域开发 

中，要避免与周边城市和其他地区展开盲目攀比 

式、模仿式的竞争，而应利用自身特有的旅游资源 

和高速铁路交通路网建设带来的有利条件，深入 

挖掘并开发特色旅游资源 ，提高原有旅游景区的 

开发层次，打造旅游精品，从而延长游客的停留时 

间，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如，利用武夷山的资源， 

开发绿色度假旅游；利用鼓浪屿的资源，开发琴岛 

漫游旅游，形成福建省特色品牌旅游产品。同时。 

还可将现有景点中具有相同美学价值或类似性质 

的旅游景点结合起来， (下转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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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是喜好、重视歌曲音乐。 [2]徐元勇．《小慧集》之小调谱研究[J]．中国音乐，2007 

(4)：61—65． 

三、结论 

清人收集的歌曲文献中，除了专集歌曲文献 

外，歌曲还有的散见于丛书类书中，有的收录在乐 

书中，有的收录在琴谱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出 

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特征：弹唱曲谱数量增多，有以 

琴为弹唱乐器的曲谱 。也有用瑟为弹唱乐器的曲 

谱；少数民族歌曲也得到的一定的保护，出现了蒙 

歌 、苗歌、黎歌等不同少数民族歌曲样式 ；宗教歌 

曲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辑录刊印与 

手抄传播的歌曲作品。各种类书、乐书、琴谱等书 

中的弹唱歌曲、少数民族歌曲、佛教歌曲、道教歌 

曲等不同特色作品为今人了解古代歌曲、考证歌 

曲、研究歌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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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2页) 推出某项专题旅游产品，如充 

分发挥生态优美、景观奇特以及森林覆盖率为全 

国第一的自然资源优势，重点推进武夷山、泰宁、 

屏南白水洋等绿色生态旅游开发，大力发展森林 

休闲、山地度假、科考探险、生态养生等旅游产品： 

根据福建省海岸线长 、沙滩岛屿众多、气候适宜等 

优势，重点推进厦门湾、泉州湾、闽江口、三都澳 、 

湄洲岛等地的滨海旅游开发，大力发展滨海休闲 

度假、海上运动等旅游产品[6]；深入挖掘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 、妈祖文化等八闽文化独特内涵，重点打 

造福建土楼 、湄洲岛、马尾船政 、三坊七巷等文化 

旅游精品线路；整合龙岩、三明等地区的红色旅游 

系列景区，并结合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 

打造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精品。此外，也可将 
一

些特色反差较大的旅游景点或项 目组合起来， 

推出新的旅游产品。如利用厦门每年一度的“贸易 

洽谈会”开展商务旅游 ，同时结合鹭岛风光旅游、 

陈嘉庚陵园考察游，形成别具特色的鹭岛风情旅 

游。总之，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旅游资源禀赋和开发 

能力进行差异化发展，形成优势互补 、类型各异、 

重点突出的旅游产品体系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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