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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全域旅游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导向下，发展全 

域旅游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 

要意义。天津发展全域旅游应加强体系构建，提升品牌效应；依托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培育新型业 

态，深化链式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打造智能体验；推动设施建设，优化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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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我国大力发展乡村、休 

闲和全域旅游，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CD于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全面优化旅游 

环境、加快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和旅游业转 

型升级进行战略部署。《天津市旅游业发 

展“十三五”规戈＞!》提岀全域式、集聚化、 

创新性、持续性、协同化和跨越式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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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路径。《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将打造全域化、品质 

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旅游发展模式作为天津 

旅游发展的新方向。

—、全域旅游的内涵与经验

（一） 全域旅游的概念与内涵

我国最早对全域旅游的系统定义为Y在一 

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 

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 

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及 

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 

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及社会 

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有 

学者认为，全域旅游的内涵是旅游全域化，即 

以旅游业为主的地域通过旅游全域化建设，实 

区域内 旅游资源、 文化资源及社会资源 

有机整合，实现区域内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和 

社会的共同参与，进而实现该区域内以旅游业 

为 的经济社会全 、 发展。 其全新 

维体现在资源思维、产品思维、产业思维、营 

销思维和建设思维等方面。

（二） 国内外经验及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韩国提岀“旅游立国”，

是将旅游 和经济发展相 ， 通过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 

优化的经济社会进 。 法国、 在 市

旅游 旅游一体化、

的 式旅游方 进 新， 全域旅游发展

模式。 国 、 旅游策 体

全域旅游的 。

自2010年起，我国有关全域旅游的研究陆 

续展开。尹寿兵（2014）提岀以跳岀景区看旅 

游、 旅游 发展的理念 区域旅游发展 

和实 路径， 认为全域旅游理念

展旅游资源、优化产品结构、扩大产业影响、 

关注客群需求及推动区域合作等。厉新建 

（2013）建议全域旅游以当地居民为载体增强旅 

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将国民休闲度假、游客休 

闲旅游与居民休闲诉求相结合，从战略价值、 

体系依托、智慧支撑和声誉检测4个方面推进 

旅游在全要素、全行业、全方位、全过程、全 

社会、全时空、全部门和全游客等方面的充分 

发展。刘乂堂（2016）认为全域旅游视阈下旅 

游目的地的功能向旅游规划开发全域化、旅游 

景观设计全域化、旅游服务保障全域化、旅游 

市场营销全域化、旅游产业融合全域化和旅游 

消费体验全域化6个方面转化，契合了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汪秀楠 

等（2017）将全域旅游划分为发展观、品牌观、 

营销观、要素观和服务观5个方面，提岀梯度 

化格局、差异化品牌、针对性营销、多样化要 

素和一体化服务 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的背景下，传统旅游不断向资源集约化、形 

态多元化及区域协同化的全域方式转变。

二、天津全域旅游发展现状

（一）天津旅游财政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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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天津旅游财政支岀总额为1.45亿 

元，较2017年上升11.43%o其中，2018年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岀173.3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岀128.1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岀1.42 

亿元，较2017年分别上涨了 9.48%、1.03%和 

11.92%o天津旅游财政支岀用于商业服务业的 

增长幅度最大，这是其总额增长的主要来源 

（见图1） o

（二）天津旅游发展模式

天津旅游发展模式可分为经济增长驱动型、 

双重动力型和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增长驱动型 

旅游发展模式是从经济的角度岀发，将旅游发 

展的经济功能置于首位的发展观念。双重动力 

型旅游发展模式是从社会和经济 的角度 

岀发， 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能，

其经济功能。可持续发展型旅游发展模式是从 

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利益相协调 

的角度岀发，确保旅游业发展利用的资源能满 

足当代人的需要，且不危及其满足后代人需要 

的能力。

天津旅游发展模式的主要 是

在政府总体规划下的循序渐进发展；二是以资 

源可持续利用为前提的发展；三是坚持经济效 

益 社会 益和 益 的发展。

（三）天津旅游产业特点

近年来，天津旅游呈现岀持续、快速和健 

发展的 ， 旅游 业 为 经

济发展的 力 和 升 的

天津旅游 业

1.游客接待量连年攀升，且短期游客数量 

增

2005年以来，天津接待游客的数量呈现连 

年上升 ， 2005 年的 74.01 万 升

2016年的335.01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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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为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

图1 2017年〜2018年天津旅游财政支出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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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反映岀天津近年来旅游产业发展迅速 

和游客接待能力增强（见图2）。

从天津旅游的外国游客比例和过夜人数比 

例看，2013年以来，外国游客比例和过夜人数 

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外国游客比例由2013 

年的24.96%下降至2016年的21.46%,过夜人 

数比例由2013年的28.68%下降至2016年的 

24.61%,反映岀近年来天津旅游国内游客和短 

期游客增加的趋势（见图3）。

2. 境外游客来源广泛，且以亚洲游客为主。

从2016年天津旅游的境外游客来源看,地 

域范围呈现多样化特点，但以亚洲游客为主。 

其中，日本游客数量最多，为2.17万人次，占 

总境外游客的30.21%；韩国游客数量次之，为 

1.7万人次，占总境外游客的23.71% （见表1）。

3. 国内游客数量呈增长态势，本市居民比重

。

从国内游客来源看， 外地和本市 数量 

均呈增长趋势， 且外地来津游客比例有所 。 

2015年和2016年，外地来津旅游人数分别为 

1.09万人次和1.2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比例分别 

为 63.73%和 63.98%； 本市 津旅游人数

为 0.62 万人次和 0.68 万人次， 占国内游客比 

例 为 36.27%和 36.02%。 外地游客比例的增 

加反映 天津旅游 境 力的 ， 本市 

民在津旅游人数的相对平稳则反映岀本市居民 

对短期休闲旅游有刚性需求。

4. 游客增长 ， 量 数

量增长 。

从2014年〜2016年天津2A级以上景区数 

量看，A级景区数量增长情况与来津游客数量的 

增长 相 ， 旅游 性和发展 。

与2015年相比，2016年天津A级景区的增长率 

为-4.5%。其中，2A级、3A级和4A级景区的

350----------------------------------------------------------------------------------326,01

』位：万人次

备注:数据来源为《天津统计年鉴》。

图2天津旅游产业游客接待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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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为《天津统计年鉴》。

图3天津旅游的外国游客比例和过夜人数比例图

增长率分别为-7.7%、-3.9%和-3%, 5A级增长 

率为0 （见表2）。

5.游客消费支岀增长迅速，交通和购物支岀 

仍是主导。

天津旅游国内游客总消费支岀和人均消费 

支岀均呈增长态势。2015年和2016年国内游客 

总消费支岀分别为2590.63亿元和2919.06亿 

元，2016年较2015年的增长率为12.6/%。 

2015年和2016年国内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岀分别 

为1478元和1552元，2016年较2015年的增长 

率为5.01%。从2015年和2016年国内游客消费 

支岀类别看，用于住宿、餐饮、游览、购物及 

娱乐的支岀有所增加，用于交通、邮电通讯和 

其他项目的支岀有所减少。住宿支岀分别为 

287.1亿元和356.19亿元，增长率为24.06% ； 

餐饮支岀分别为394.94亿元和493.58亿元，增 

长率为24.98%；游览支岀分别为221.68亿元和 

296.92亿元，增长率为33.94%；购物支岀分别 

为764.69亿元和871.11亿元，增 长率为 

13.92% ；娱乐支岀分别为99.35亿元和118.74 

亿元，增长率为19.52% ；交通支岀分别为 

694.19亿元和672.32亿元，增长率为-3.15% ； 

邮电通讯支岀分别为7.75亿元和7.73亿元，增 

长率为-0.26% ；其他支岀分别为120.93亿元和 

102.47亿元，增长率为-15.27%。

2013年〜2016年，天津旅游境外游客消费 

支岀总体呈增长态势。2013年境外游客总消费 

支岀25.91亿美元，2016年增长至35.57亿美 

元，年均增长率达12.42%o从消费结构看，境 

外游客在长途交通方面的支岀比重最大，2013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总消费支岀的30%以上, 

2014年〜2016年提高至35%以上；购物支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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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6年天津旅游境外游客数量情况

来源 游客数量（人次） 占总境外游客比例（％）

日本 217215 30.21

韩国 170432 23.71

菲律宾 2960 0.41

新加坡 20018 2.78

泰国 2266 0.32

印度尼西亚 1612 0.22

美国 58089 8.08

加拿大 9518 1.32

英国 16476 2.29

法国 12190 1.70

德国 24056 3.35

意大利 4362 0.61

俄罗斯 2939 0.41

澳大利亚 16350 2.27

备注：数据来源为《天津统计年鉴》。

表2 2014年〜2016年天津2A级以上景区数量

项目 2014年（个） 2015年（个） 2016年（个）

A级旅游景点 106 112 107

5A级景点 2 2 2

4A 级景 点 32 33 32

3A级景点 48 51 49

2A 级景 点 24 26 24

备注：数据来源为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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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为《天津统计年鉴》。

图4 2015年〜2016年天津旅游国内游客消费支出图

比重次之，除2013年占总消费支岀的26.69% 

外，2014年〜2016年均保持在19.5%以上；占总 

消费支岀比重相对较高的住宿和餐饮支岀呈增 

长趋势（见图5）。

（四）天津特色旅游资源

天津是我国直辖市之一，是北方最大的沿 

海开放城市和北方海运与工业中心，设有我国 

第四大工业基地和第三大外贸港口，拥有港口 

和运河等交通资源及自然风景、历史文化和名 

胜古迹等旅游资源。天津拥有盘山、七里海和 

大运河等自然 资源， 开 大 、 文 

化街和意式风情区等历史文化街区。相声、京 

剧等传统艺术形式，音乐厅、博物馆等文化场 

馆、创意街区分布在南开、和平等核心城区， 

逐渐成为特色旅游资源（见表3）。

三、天津发展全域旅游面临的问题

通 天津 资 、 、

业 和 资源， 天津

以

一是特色旅游产品短缺，营销力度不足。

、 的景区及地 较 ， 大、

性强的旅游项目较少，产品缺乏品牌效应。旅

传 有 ， 有重 景区 名

度和影响力有待提升。旅游营销、旅游监管和 

旅游安全等智慧旅游系统智能化程度不高，与 

、 大 ， 化 设

有待加强。客源市场较为粗浅、分散，欠缺细 

分的目标市场及有针对性的营销渠道和大范围 

新媒体营销。

二是旅游新业态有待培育，“旅游+ ”融合 

发展模式有待升级。天津旅游正在形成与文化、 

商贸及农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与工业、水利、 

交通、体育及教育等融合发展的模式有待开发, 

如利用郊野公园及水系资源的自驾车房车露营 

旅游模式、以邮轮母港为载体的邮轮游艇旅游 

模式及依托国际直升机博览会的低空飞行旅游 

等。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形象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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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数据来源为%天津统计年鉴》。

图5 2013年〜2016年天津旅游境外游客消费支出图

服务水平有待提高。A级景区数量与其客流量增 

加的趋势不符，需整体提质升级。热门景区环 

境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需进一步扩建旅游项 

目沿线、交通服务区的基础设施。加大旅游项 

目招商力度，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四是旅游资源开发及产业融合集聚效应不 

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待突破。目前，天津 

旅游产品对资源依赖性较强；不同地区旅游产 

品同质化现象较严重，产品之间存在不良竞争； 

旅游产品与相关产业融合不够，需进一步拓展 

前向和后向产业链。

四、天津全域旅游路径选择

域旅游是 的 理 ， 旅游 

开发、产品设计、服务保障、市场营销、产业 

融合和 体 ，

建设 、 与、 

协调且保障齐全的全域旅游模式。

（一） 加强体系构建，提升品牌效应

合理规划旅游项目，探索建立由旅游部门、 

旅游警察、旅游法庭及旅游工商组成的全域旅 

游“1+3”管理新模式。打破传统景区之间的壁 

， 制 、 ， 建设，

旅游、 业旅游、 化旅游、 间旅 

游、 旅游及 旅游 的高质量

旅游线 ， 建 域旅游 区， 域旅

游地方品牌，开发具有京津冀乃至全国市场的 

标杆旅游产品。

（二） 依托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

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深度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不照搬城市景观， 

推进对农家乐、乡村客栈特色规划和集团化管 

理模式。促进小镇产业功能、旅游功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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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天津特色旅游资源

地区 资源 特色 模式

滨海 

新区

绵长海岸线、特色航母、极地海洋世界、方特 

欢乐世界等

现代工业、历史文化、海滨休 

闲

自然资源型为主，文化资源 

型、休闲娱乐型为辅

和平
津湾广场、五大道、欧式风情街、邮政博物 

馆、瓷房子、小白楼、静园等

文创产品、旅游工艺品、特色 

地标及美食

文化资源型为主， 休闲娱乐 

型为辅

南开
南翠屏公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鼓楼商业 

圈、食品街等

老城厢民俗文化、商贸氛围浓 

厚

文化资源型为主 休闲娱乐 

型为辅

河北 津湾广场、 式风情街等 风情
文化资源型为主 休闲娱乐 

型为辅

河西 图书大厦、人民公园、文化中心等 文化及商业综合体集聚
文化资源型为主 休闲娱乐 

型为辅

北辰 乡村郊野公园、农家乐、万源龙顺度假庄园等 郊野深度游、农村服务业 休闲娱乐型

红桥 民 食文化、 子 、 津 馆等 色旅游、 民 文化 文化资源型

河东 音乐街、体育主题公园、桥园公园等 时尚潮流元素 文化资源型

武清
特色农产品、郊野公园、南湖绿博园、佛罗伦 

小等
津 休闲娱乐型

蓟州 、 、 农 产品 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型

静海 光合谷、温泉度假旅游区等 、 老、 休闲娱乐型

宁河
海 地、 文化 、

手工艺品及农产品、齐心亲子蘑法小镇等
历史文化、 地资源

自然资源型为主 文化资源 

型为辅

津南

天山海米立方戏水乐园、小站稻耕文化特色小 

镇、葛沽民俗文化小镇、时代记忆纪念馆、高 

端假日酒店、小站练兵园、宝成奇石园等

娱乐休闲产业、农耕文化
休闲娱乐型为主 文化资源 

型为辅

西青 杨柳青年画、霍元甲纪念馆等 年画文化、武术文化 文化资源型

宝坻
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琉璃工艺品、温泉度假 

村、宝1石幢、植物园、滑雪场、农副产品等
农业、 休闲旅游 休闲娱乐型

东丽
天津欢乐谷、东丽湖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东 

丽湖温泉度假旅游区等
娱乐游、 休闲游 休闲娱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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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社区功能深度融合，发展全景、全业、 

全时、全民模式，整合特色小镇文化资源，打 

造亲民文化氛围，将特色小镇逐步培育成为区 

域性旅游目的地，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三) 培育新型业态，深化链式发展

基于观光型旅游，深度打造周末游、周边 

游等精品休闲旅游方式。拓展旅游产品设计 

开发视域，融入教育、体育等功能进行个性 

化定制，提升游客参与性和娱乐性，将丰富 

的娱乐活动、多样的旅游方式及充分的参与 

体验与深厚地域风情、传统地方特色和娱乐 

相结合，推进旅游业从单一业态向综合产业、 

从行业监管向综合服务转型升级。深化旅游 

文化产业 ， ， 推 旅 游 文

化深度融合，基于“旅游+”模式完善旅游 

生态圈体制机制。

(四) 利用信息技术，打造智能体验

依托“互联网+”，完善移动支付、旅游信 

、 、 旅游 路 、

服务设施指引、在线预订、信息推送及在线投 

诉等个性化在线服务。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 

体 式 旅游资 ， 进 精

化、智能化。优化景区电子阅报栏和无线局域 

， 推 能化旅游 

全域化网络结算中心。

(五) 推动设施建设，优化服务环境

硬件方面，搭建辐射全部景区、通达重点 

景 的 体 ， 、 和

旅游景 的 体 ， 

交、地铁无缝接驳，完成城区快速路、高速路 

与周边区域高标准对接。继续推进“厕所革 

命”，加快临街老旧厕所改造升级，引导临景企 

事业单位厕所合理共建共享。软件方面，推进 

诚信旅游平台和信用评价机制建设，整顿灰色 

利益链、杜绝收费乱象，将游客满意度调查和 

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指标评估结果作为提升 

旅游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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