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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规划来完成国家级特色小镇  ——辉南县金川
镇的全域旅游规划

■毕峻喬 陈宇夫 张进军

近年来，特色小镇建浪潮迭起，国家有关部门于 2016 年 7 月 1

日联合发布有关特色小镇建设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色小镇

建设工作，提出到 2020 年培育出千个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充满现

代气息的特色小镇。辉南县金川镇全域旅游规划被划分为国家级首批

特色小镇，同其他地域一道，造小镇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相信未来两年我国的大地上将会有多个极具特色的小镇应运而生。

2016 年 11 月开始，小镇成为中国最火的风口产业，建造特色小

镇的参与者，有以旅游产业为初衷的传统企业、有跨行业转行的国企、

还有各类金融型企业、房地产型企业等。正是因为如此之多的各类企

业参与，以及不同地域的固有文化等不同特色，本文着重于探讨基于

产业规划方面如何来完成金川特色小镇的全域旅游规划。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数千年前便有了古城镇文化。春秋战

国时期的楚国拥有灿烂的文化和艺术，人们在繁华的城镇中过生活，

那里有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刚性需求，工业手工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青铜器制造、冶铁业、丝织木漆器等方面共同组成了一个

产业链，而后被人们划分得更加细致，划分到每家每户生活的各

个方面，又影响到相邻的城邦国家，这是古人的智慧。在今天我们所

探讨的产业规划也可以借鉴先人的经验，结合小镇的地理位置以及独

特的资源优势，如自然资源、独特气候地质条件、流传已久的文化传

说等。在这个基础上来打造特色小镇，无疑会给我们的特色小镇增添

独特的味道，从而吸引客流，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正是因为产业多

样且有特色，特色小镇才会吸引人才获取投资，才会不断壮大，以及

知名度逐步攀升。所以合理的产业配置，以及最大化的利用当地资源

优势，才会使得特色小镇建设成功出彩。

我国现今己经在大范围的讨论如何规划建设特色旅游小镇，并重

点讨论了关于特色旅游小镇的产业内容发展，其中很多专家提出旅游

小镇应该“基于区位、环境特色、地理因素、历史文化等资源特点进

行综合对比筛选分析利用，充分挖掘自身独具的特色，适当统筹规划。

对小镇命名、组织统筹、基础建设、上层建设、商业运营、制度管理、

全方位的融资模式、招商引资主体等内容进行明确细致的定位和策划

分析工作”这样的说法其实核心就在于任何特色旅游小镇的打造和发

展前提都应该是找准区域或地方特色。至于“产业定位要精准，特色

要鲜明”也就是说，发展特色小镇旅游产业，规划者首先应该要明白

小镇有什么特色。

美国佛洛里达州的沃库拉温泉国家公园，位于这个州的独特地理

位置，有世界最大最深的淡水泉，天气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乘坐公园

的玻璃底船能使游客各种鱼类，以及泉水深处乳齿象的化石骨骼。洁

净的河流和动物保护区为动物提供自然的栖息地，在冬季还能吸引大

量的候鸟。这样独特的资源深深的吸引了一定区域的游客，因此沃库

拉城镇潜心大力发展旅游业，在小镇中建设旅馆住宿，提供餐饮及供

游人消费的商业。与此同时，旅游业也带动了当地的船业和捕捞业、

摄影业，甚至出租车行业。此外，沃库拉城镇还特地举办两次独特的

大型旅游活动每一年。一个是每年五月第一个周末的螃蟹节，这个当

地著名的硬壳蓝螃蟹节吸引着超过 10 万名游客的参与，螃蟹节活动现

场有各种方便游客深度参与的活动，比如螃蟹观赏、斗螃蟹、吃螃蟹、

醉螃蟹等等；另外一个是每年秋天的君主蝴蝶节，络绎不绝的游人纷

纷来到这里观赏蝴蝶。

在美国另外一个地方，北卡罗莱纳州的亨德森维尔，我们国家因

为旅游来到这里的人有很多。它位于 DUPONT 国家森林公园中，这个

小镇是美国第七大苹果产地，小镇的领导人早在 50 年前就非常了解小

镇的优势，并不断思考怎样让小镇区别于该州的其他小镇。于是他们

依托苹果产地的特有的自然优势条件，举办亨德森维尔苹果节。为期

四天的苹果节每年吸引超过 50 万人参与，苹果节的成功引发一整条产

业链的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包括酒店住宿、餐饮等。与此同时，苹

果产业还激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如艺术展，节日纪念等，极大的丰

富了游人的体验内容，游客游乐的同时，也带动了小镇的居民创业致富。

基于优势选择合理的产业模式，这个逻辑在我国的特色小镇建立

当中也十分盛行且实用，如果是北方城市，以辽宁省的一个小镇为例，

优势至少是在自然方面，高纬度的光照和气候，尤其在冬季拥有长时

间的冷空气和积雪。自然可以发展冬季体育旅游，在滑雪滑冰或者冰

雕方面可以有出色的产业优势；如果是在一个位于西北沙漠边的小镇，

我们自然要利用到与沙漠气候有关的优势，如骆驼参观、滑沙、参观

沙漠环境相关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旅游项目；又或者位于潘阳湖或千岛

湖附近的一个小镇，我们拥有大面积的水域可以开发。总而言之，特

色小镇建设都依托于地方特色，而地方特色正是属于地方优势内容之

一。

金川镇特色小镇项目位于长春、沈阳等大城市与长白山景区之间，

未来高速路网的改善，会大大拉近项目地与长春等核心城市的时间距

离，成为环都市休闲型项目。项目是长白山的东大门，即享受到长白

山游客溢出效应，同时也要面的与长白山景区之间的差异化竞争的压

力。火山特色是灵魂，生态与避暑为特色，以森林火山口湖为核心特质，

项目已经形成四个景区共同拱卫着一个小镇良好的高品质生态度假区

基础。围绕周边大城市家庭市场，以及长白山景区溢出的市场，延伸

旅游观光、商业休闲、养生度假等业态结构，打造休闲度假特色小镇。

同上面的案例一样，金川镇特色小镇有着独特的地理区位，独特的文

化特色，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致力于打造全方位的特色小镇。

为完成全域旅游规划，首先我们务必要有可靠的就近消费人群，

并且我们所规划筹措建设的特色小镇距离市区的车行距离最好不要超

过驾驶的疲劳既定时长。之所以对这一方面做出相应的考虑是因为我

们所致力于打造的特色小镇其目的是在打造金川镇独有特色的同时，

并带动当地周边的经济发展，提高常住居民收入，为百姓创造更多可

靠的创业窗口和平台。同时消费人群的舒适程度也是我们所必要的设

计考虑范畴，面对流动的消费集群，我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必要主备。

金川镇独有的便利地理位置，结合上下游旅游产业，不仅仅是对长白

山脉主体旅游概念的补充，更像是二者之间强有力的结合，并试图给

整个长白山脉的旅游线路做了一次梳理，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开辟新

航路”。放眼长白山脉的整体旅游已经是十分详尽并且让游人们感觉

十分舒适的旅游体验线，而将金川镇的特色小镇带入使得内容更加丰

富，游人的体验过程周期被拉长，不再是单一反复的推进，给外来的

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驻足慢慢游走的所在。所以全域旅游是金川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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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小镇的主打，是结合长白山脉主体旅游的一次创新尝试，当然这也

是经过实际的考究，大量调研设计之后所做出的策划。

产业规划则作为整个项目的核心部分，我们结合当地固有的资

源，·并充分挖掘当地有价值的历史文化特色，尝试打造适合地区特

色项目，基于以上的各类前期工作，我们细致的对整个辉南县以及周

边的旅游景点等做了分析调查，结合故有实际条件，我们细致的划分

了多个有开发价值的产业模块，并模拟了建成后小镇的运营管理等重

要环节。在客流的经济收益方面，我们有大量的资源以及正确有效的

宣传，作为整个旅游主体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仅能够接收来自周边

旅游场所的旅客，而且有能力独自承担游人的整体旅游需求，依靠我

们完善的设施，以及全方位的全域旅游规划设计，游客的体验十分美好。

在此基础上，我们当地的常住居民的收益大大的提高了，收入的来源

不再是单一的形式，具体的形式如租赁门市民营自立，或另辟蹊径做

些规模小一些的生意等。

金川镇位于辉南县东南部，坐落在全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AAAA 级景区吉林龙湾群森林公园内，是全国仅有的

坐落于国家级森林公园之中的原始森林小镇。几年来金川镇坚定绿色

转型发展和旅游产业兴镇的总体思路，镇域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本地生产总值从 2015 年的 5.8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 10.97 亿元，增长

89.1%；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 4823 万元，地方级财政收入从 2015 年

的 1949 万元增长到 3808 万元，增长 95.3%，2013 年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7501 元，2015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272 元，

增长了 90.3%。黑龙传说，火山文化、独特的土特产品、纯净的大自

然风光等，都是金川镇所具备的独特的卖点，在人民生活日益进步的

今天，我们相信，人们的生活的追求以及要求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

们所规划的产业必然是与时俱进的，必然是极有特色也高度契合未来

的。

对于全域旅游的规划，我们首先适当的去制定寻找有价值、契合

度较高、适应性强的产业，结合区域固有特色的同时首要考虑各个产

业的发展情况，在能满足各个产业发展，有效收益明显，且对未来的

适应性强的方向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只有在这个必要的前提下，辉南

县金川镇的特色小镇建设才会打造成一个既符合大众审美、适应未来

新形势、为企业提供投资吸引、为百姓谋取收入、带动经济发展的极

具时代特色的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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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等学校中，都有建立一种学生的网络信息平台，通过这种平台，

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随时管理，随时指导，非常方便。另外，在我国

现在很多的学校中，教师都有建立班级的 QQ 群、微信群、电子系统

等模式，教师可以在群里发布相关的学习信息，学生也可以在网络平

台提交作业，而且平台也有截止上交作业的时间，让学生分配好自己

的时间，及时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作业。这些网络信息平台的建立，不

仅是一种服务，也是对学生的管理和监督。而这样的管理方式，也是

一种创新 [5]。

（三）对管理体制的创新

对于学生管理工作来说，这种工作是否能够顺利的开展，就要看

学校对于学生的了解程度是多少。只有在把握学生特点和个性的前提

下，才能够顺利地开展管理工作，才能对学生展开科学、合理的管理

和监督。但是，在大部分的高职院校中，学生的数量非常多，学校中

的管理部门也很多，所以在实际的管理中也会比较杂乱。因此，要想

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创新学生管理机制。首先，就应该建立专门

的负责学生管理的部门以及确定每一项管理工作的负责人，使得管理

工作的岗位和职责都能够明确。而且，在进行管理体制创新的时候，

高职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创新，不能够在网上照搬，也不

能够抄袭其他学校的管理制度。必须在充分考虑到自身特点的前提下，

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学校发展的管理体制。另外，管理体制也应

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具有一定的人性化，不仅要尊重学生之间的个

体差异，也要让学生在管理的制度下做到规范自己的行为，保证管理

体制做到张弛有度。

（四）利用“互联网 +”的正面作用

网络虽然存在着负面的因素，但是正面的积极作用也不能忽视。

因此，在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也可以利用校园网来对学生进

行积极地正面教育，比方说，发布一些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新闻、主

题鲜明的积极小故事等等，利用这种方式来加大对他们的政治教育，

用正面效应来隔绝其他的不良信息。另外，在学校的校园网中，也可

以经常发布一些普法知识的有奖问答等，让学生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

其中，从而达到教育和管理的目的。

四、结束语

总之，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互联网是存在着双面的作用的。

而互联网到底是带来的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就要看怎样运

用了。因此，在“互联网 +”的时代下，高职院校应该重视对学生的管理，

确保互联网能够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带来好的作用。

（作者单位：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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