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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特色小镇推动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的思考

林泽恺
（韩山师范学院旅游管理系，广东  潮州  521000）

摘要：健康是当下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建设“健康中国”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健康产业已经成为新形势下

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大健康时代已全面来临。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来临，旅游休闲度假也带动了地方

经济的增长，健康的生活和精神享受逐渐成为休闲度假旅游的主要内容。大健康与旅游积极融合，为健康特色

小镇发展创造条件，从而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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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对健康的关注程度

也越来越高，除了没有疾病，还包括物

质及精神的各个层面，需要体现个性、

更加丰富的健康服务，健康特色小镇正

是顺应这种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在休闲

旅游蓬勃发展的时候，健康作为旅游的

一个热词，成为各类旅游产品重点关注

的方向之一。

1� 健康产业发展空间大增速快

由于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精神生活

也得到极大丰富，在大健康的时代，人

们不再把没有疾病作为健康的唯一理解

标准，而是认为要达到身体、精神、情绪、

心理、社交、道德等全身心的健康才是

真正的健康。大健康的核心思想是通过

清除或缩减对健康不利的因素来进行自

我健康的管理。大健康的理念是对健康

理念进行延展而形成的，这促进了人们

追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健康服务。

健康的需求有三个层面，即治、疗、

养。“治”是以医学手段治疗某种慢性

疾病；“疗”是以健康疗法、物理疗法

为主来改善身体状况；“养”的目标是

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通常以养生、美

容、养心、养老等方式来实现。

涉及大健康的产业包括健康信息咨

询、医疗卫生教育、健康休闲旅游、医

药研究、医疗服务、健康保险、养老服务、

健康管理、保健品研发生产、医药和医

疗器械研发生产等。大健康产业的产品

和服务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健康、修复健

康和促进健康。

目前，我国的大健康产业处在初级

发展阶段，在整个 GDP 中的占比只有

4% ～ 5%，而在世界发达国家的 GDP 中，

大健康产业占比都超过了 15%。当前，

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健康的理解发

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

有利的政策，我国的大健康产业市场潜

力巨大，将迎来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2� 大众旅游时代的兴起

在大众旅游时代，休闲度假是旅游

消费最主要的形式。在总的旅游人群中，

休闲度假所占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度

假旅游人群的持续高速增长，将主导未

来的出游方式。度假旅游作为新阶段的

一种旅居生活方式，追求身体的健康和

精神的享受，逐渐成为休闲生活主要方

式，这其中包含了观光、休闲及各种文

体康养等消费。

度假旅游需求概括起来就是“三避”

和“三养”。“三避”即避暑、避霾、

避寒，“三养”即养生、养心、养老。

这是旅游休闲度假的重点内容，决定了

度假旅游朝什么方向发展，由此产生的

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新

动力。

3� 健康与旅游相结合成为健康小镇

发展的基础

健康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是

新时期服务业的新特点，全球经济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世界医疗旅游协会的研究报告，

全世界的健康旅游产业的市场份额已达

到 7000 亿美元，并且将以每年 15% ～

25% 的速度增长。传统旅游产业与之相

比增长则缓慢得多，仅为 3% ～ 5%。

研究报告经过统计得出的结论指出，涉

及健康旅游产业的消费者的消费额是普

通旅游消费额的 1.3 倍，这表明较之传

统旅游项目和医疗产业健康旅游产业的

利润空间更大。

健康小镇的龙头产业是旅游，旅游

与健康概念相结合促进了生态旅游、休

闲度假、健康疗养、文化体验、体育运

动、医疗美容、健康产品等业态的集中，

从而带动产生大批量消费的可能性。

4� 国家政策支持发展健康小镇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积极推进健

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

食品等领域的融合，促进健康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将开发基于互

联网的健康服务 , 鼓励发展健康体检、

咨询等服务 , 促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

的发展 , 培养一些独特的健康管理服务

产业 , 探索促进发展可穿戴设备、智能

医疗电子产品和移动健康和医疗应用程

序服务。培育健康文化产业和体育医疗

康复产业。制定健康医疗旅游产业标准

规范，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健康医疗

旅游目的地。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

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和良性循环的健康服

务产业集群，支持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发

展。支持第三方医疗服务评估、健康管

理服务评估、健康市场调研咨询服务发

展。鼓励社会力量提供食品和药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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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完善科技中介体系，大力发展医

药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

这些政策推动了健康小镇的建设，

为健康小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健

康产业在这样的形势下，进入到一个稳

步提升的阶段，并且持续带动了服务产

业的发展。

5� 健康小镇不同的产业体系

建设健康小镇的两个首要条件是优

良的自然环境和宜人的天气状况，这两

个最基本的条件构成了健康生活的基础

内容。各个区域有自身的特点，资源及

市场都各不相同，这些为产业体系的选

择性开发提供了依据。
5.1 生态养生产业体系

生态养生健康小镇依托优良的自然

环境和宜人的天气状况，建成各类型的养

生业态并形成生态养生产业体系。温泉、

森林、高山、海岛、湖泊等都是构建养

生业态的重要自然资源。人们在度假旅

游的过程中充分体验生态养生的给身心

健康带来的好处，同时催生了各种生态

养生产品，并且形成相应的产业体系。
5.2 养老产业体系

养老产业也是健康小镇建设的主力

军。养老所涉及的自然环境、身体疗养、

休闲旅游等都可以作为健康小镇的主打

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居住、养老、护理、

医疗、医药、餐饮等服务功能，一体化

建设休闲养老基地，把老年人的教育、

体育、文化生活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养

老业态，促进养老产业体系的建成。
5.3 体育产业体系

有的健康小镇处于丘陵地带或者具

有较好的水体资源，特别适宜开展各种

户外的体育活动。可以在山地上进行徒

步行走、拓展旅游、户外健身等体育运

动项目，还可以在水资源丰富的区域进

行各种水上运动或者极限挑战项目。这

些项目所需的户内外运动装备、组织比

赛活动等推动相关业态的联动发展。
5.4 文化产业体系

要深入探索独特的宗教、民俗、历

史文化的项目 , 结合市场需求和现代的

生活方式 , 和使用创造性的方法来创建

精神旅游产品 , 所以游客可以培养自己 ,

回到原来的培养他们的情绪而获得文化

体验。如依托宗教资源打造文化度假胜

地，依托中国传统文化，打造国学体验

基地。
5.5 休闲农业产业体系

健康的食物在健康旅游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因为东方人往往认为各种食

品对身体具有一定的疗效和养生的功能。

绿色有机农业生产的种类繁多的生态健

康食品为休闲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提供

了机遇。将生态健康食品所具有的保健

功能与健康旅游中的各种体验项目相结

合，为保健食品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5.6 医疗养生产业体系

医疗养生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中包含

了中西医理论知识，针对人体所需要的

营养和心理上的需求，目标是通过运用

药物进行治疗和适量的进行一些休闲活

动，来达到身体康复和养生的效果。医

疗旅游就是将医疗养生产业与健康旅游

相结合催生出的旅游项目。
5.7 度假旅游产业体系

度假旅游的基本内容就是依托良好

的生态环境作为居住地，以此达到健康

养生的目的。度假旅游产业体系中居于

主导地位的是度假地产开发。生活在这

样一个环境优美和提供了健康食品、健

康服务的空间中，人们可以在静谧中修

身养性，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

一种以全方位身心健康为目标的居住生

活方式。

6� 健康特色小镇推动旅游产业升级

健康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再次关

注的词。在休闲旅游的热点发展中，健

康作为旅游的关键词，已经成为各种旅

游产品的核心吸引力之一。特色小镇是

建设热点，那么以健康产业为核心的特

色小镇该如何打造自己的亮点呢 ? 如何

打造自己的健康细分市场和健康特色 ?
6.1 “健康 + 运动”的运动健康小镇

以体育为特色，通过推进体育设施

建设、体育建设活动和大型体育赛事建

设，形成健康快乐的体育小镇。常见的

运动健康产品有 : 户外远足、户外探险、

户外露营、山地运动、徒步旅行、水上

运动、健康运动等。
6.2 “健康 + 生态”的生态健康小镇

好山、好水、好风景、好健康、好

心情。根据项目场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项目场地的核心资源 ( 森林、湖泊、温泉、

海岛、园林 ) 等，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

健康小镇。常见的生态养生产品有 : 山

地夏季养生、森林中药养生、温泉度假

养生、湖泊休闲养生、农业养生等。
6.3 “健康 + 养老”的养老健康小镇

健康恢复为主要目标 , 该项目将综

合利用项目地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 ,

提高医疗服务设施，通过引入中医理论

知识、西方医学、传统的健康维护 , 等

等 , 并建立一个与多个产品相结合特色

小镇 , 包括健康和体格检查、康复治疗、

健康维护和养老。此外，还可以支持老

年人保健餐饮、老年人体育活动、老年

人教育、老年人大学、老年人公寓等针

对老年人的经营形式，全面发展养老健

康小镇，实现产业聚合。
6.4 “健康 + 农业”的田园健康小镇

通过健康农业的发展 , 推动健康农

产品的发展 , 同时创造田园式如画的环

境和生活的休闲氛围 , 结合各种农业活

动体验、田园生态旅游、乡村健康食品、

民俗活动和民宿特色体验等 , 创建一个

田园诗画般健康生活的小镇。
6.5 “健康 + 文化”的文化健康小镇

通过深入发掘项目所在地的文化

精髓，构建以民俗文化、历史文化、

宗教文化等不同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健

康小镇。让游客在良好的环境中，通

过接受当地文化的熏陶，提高自我素

养，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身心

的健康。

健康特色小镇的形式和内容极其丰

富，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亮点，突出属

于自己的特色，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

的定位，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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